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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量   开拓创新   共谋发展
记顺朝集团工会第三届委员会换届选举会议

到此处才行一步     望诸君莫废半途

----2020年6月行情回顾7月行情展望

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
——记顺朝集团激情四射的周末健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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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给予比接受更快乐

凝聚力量  开拓创新  共谋发展

记顺朝集团工会第三届委员会换届选举会议

到此处才行一步 望诸君莫废半途

----2020年6月行情回顾7月行情展望

景德镇多措并举提升打击“地条钢”监管效能 

一批民生重大工程将加快上马

中资开发全球最大铁矿 铁矿石受制于人的局面未来或缓解 

经合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萎缩6%或7.6% 

5月社融增量达3.19万亿　“宽信用”正在形成 

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

——记顺朝集团激情四射的周末健身活动

彩蝶的一生

移不走的石头



　　一天，学生和一位教授一起散步。他们在小道上看到

了一双旧鞋子，估计这双鞋是在附近田间劳作的一个穷人

的。学生对教授说：“让我们给那人来个恶作剧吧——把

他的鞋藏起来，然后躲到树丛后面，这样就可以等着看他

找不到鞋子时的困惑表情。”教授说:“我们绝不能把自己

的快乐建立在那个穷人的痛苦之上。但是你可以通过那个

穷人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你在每只鞋子里放上一枚硬

币，然后我们躲起来观察他发现这件事后的反应。”

　　学生照做了，随后他们俩都躲进了旁边的树丛。

　　那个穷人干完了活儿，回到了他放衣服和鞋子的小道

上。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把脚伸进了一只鞋里，但感到鞋

里有个硬邦邦的东西，他弯下腰去摸了一下，竟然发现了

一枚硬币。他的脸上充满着惊讶和疑惑的表情，他捧着硬

币，翻来覆去地看，随后又望了望四周，没有发现任何

人。于是他把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继续去穿另一只鞋，

他又一次惊喜地发现了另一枚硬币。他激动地仰望着天

空，大声地表达了炽热的感激之情，他的话语中谈及了生

病和无助的妻子、没有面包吃的孩子，感谢那来自未知处

的及时救助，这救助将他们一家人从死亡中拯救了出来。

　　站在树丛后的学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的眼中充满了

泪花，这时，教授说：“你是不是觉得这比恶作剧更有趣

呢？”年轻人说：“我感觉到了以前我从不曾懂得的一句

话——给予比接受更快乐。谢谢您！” 

人生，给予比接受更快乐



    6月19日下午，顺朝集团召开了第三届工会委员会

换届选举大会。顺朝集团党支部书记焦小京、工会主席

滕沪民及19名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第二届工会主席滕沪民主持，滕沪民首先对

第二届工会的工作做了总结和汇报，然后按照选举办法

进行了新一届工会委员会的选举。职工代表采用无记名

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潘建发、覃曼黎、刘贝贝、张

颋、吴青青、章亚辉、杨健等七名同志为公司工会第三

届委员会委员，潘建发同志任工会主席，覃曼黎同志任

工会副主席兼女职工委员。采用无记名等额选举的办

法，选举王翊、李莹、江琴同志为公司工会第三届经费

审查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党总支和

区总工会报告。

   选举结束后，新当选工会 主席潘建发代表新一届工

会委员会做了发言，力求在上一届工会打下的坚实基础

上，继续努力，积极开展关心员工、送温暖献爱心等活

凝聚力量   开拓创新   共谋发展
记顺朝集团工会第三届委员会换届选举会议

动，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实实在在的关心支持，努力帮

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 

     公司党支部书记焦小京也对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和

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诞生表示热烈祝贺，对公司第二

届工会委员会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公司新一

届工会委员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希望新一届工

会委员会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和人文环境，为

完成公司经营管理目标任务出力献策，添砖加瓦。

           第三届工会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

会议无记名投票唱票现场

           第三届工会主席潘建发同志发言

两届工会主席进行工作交接

第三届工会委员会成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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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中国疫情渐渐进入尾声，全国各地的工作和生

活都慢慢正常化。虽然东北和北京有所反复。但是有充

足的应对经验，只要大家都继续齐心协力，相信“烤冷

面”和“炸酱面”也是有惊无险。

    国外疫情依然比较复杂。尤其美国，疫情还未平息

国内又出现骚乱。但是在美联储无限量QE面前，似乎一

切都不是问题。纳斯达克不但收复失地，更是创出新

高，各类资产也是水涨船高。

    回到黑色系，本月价格跟需求相关性较高。随着需

求峰值的出现，价格冲高回落。截止6月20日，上海抚顺

报3570，比上月涨20；杭州中天报3640，涨30；合肥马

长江报3660，平；南昌方大3570，平。

本月库存降速明显放缓，周降幅在30-50万吨之间，而上

月基本维持在100万吨左右。6月18日库存数据，库存开始

出现增库。而且与去年的库存差值开始拐头向上，表明库

存消化速度已经慢于去年同期，后期库存压力较大。

钢厂产量持续维持在高位，导致原材料价格居高不

下。钢厂挺价意愿较强。

受近期大范围降水影响，需求持续下滑。后期观

察在降水暂歇，高温未来的空档期，需求会不会

有所释放。

期货贴水继续收窄，价格已经跟杭州中天价格持平。

后期期货可能继续强势，不排除升水现货价格。

到此处才行一步     望诸君莫废半途
----2020年6月行情回顾7月行情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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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螺纹期货持续强势，除了梅雨高温之后的需求预

期，还受到热卷价格上涨的支撑。卷螺差价从-100变

为+100，热卷价格涨幅明显快于螺纹。

M2同比增长持续维持在高位，连续三个月超过10%，

表明市场资金较多。但是新增信贷未达到去年高点，

还存在增长空间。

按往年惯例，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高峰一般出现在

6-7月份。从计划投资到形成实际需求周期大概

4-5个月，因此11-12月份需求往往很旺盛。预计

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峰值要高于往年。

    6月份现货行情冲高回落明显，但是期货一直维

持在高位，回落并不明显。价格表现出期强现弱，

卷强螺弱的格局。主要是强预期弱现实以及资金面

的极度宽松导致的资产价格水涨船高。“到此处才

行一步  望诸君莫废半途”，中国经济刚从疫情的

打击中慢慢恢复，还非常脆弱。相信国家还会出台

更多的扶持和托底政策。基建是绕不过去的一环，

相信后期需求会保持旺盛。同时考虑到7月份需求会

受天气因素的抑制。价格也很难有大的表现，个人

认为7月份价格维持震荡偏强格局，上下空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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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提升打击“地条钢”工作效能，景德镇市工信

局采取有效可行的举措，疏堵点、攻痛点、破难点，彻底改

变信息不共享、交流不顺畅、巡查程序化等现状，真正做到

守得住“底线”、固得实“兜底”，取得一定成效。

        畅通横向信息共享的渠道。打击“地条钢”工作涉及同

级多部门，存在对照职责各扫“门前雪”的现状，信息资源

缺乏共享渠道，没有真正形成合力。为改变现状，景德镇市

工信局主动向市发改委了解企业立项、中工频炉备案情况，

梳理相关企业情况；与市供电公司对接，协调定期按要求提

供企业用电情况，并建立用电异常信息共享；与市生态环境

局、市应急管理局审批执法中保持联络员机制，做到信息互

通共享。景德镇市工信局本级负责行业与执法监管部门每月

落实一次信息交流，这样就把原来独立多点连接起来形成一

张网，且各点间实现信息共享畅通，全面拓宽监管视线，彻

底改进监管方法。

        疏通纵向信息交流的机制。积极主动向省工信厅汇报打

击“地条钢”情况，了解相关政策规定和当前全省监管形

势，取得省厅冶金处大力支持，乐平市7家中频炉报备事

宜，获得省化解过剩产能办批准；畅通县区工作渠道。昌江

区工信局巡查发现金太科技有限公司铸造不锈钢，未办理相

关手续。在景德镇市工信局指导下，昌江区工信局联合生态

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关停这家落后产能企

业；乐平市工信局针对省厅通报的问题，积极整改，主动汇

报摸排的情况，提出妥善解决方案。2019年以来，全市工信

部门在上下信息互通中，对存在的问题不遮不掩，敢于“亮

丑”，为解决问题、提高效能大大缩短了时间。

        打通全方位信息监管的方式。为加强中工频炉企业的监

管工作，市本级和各县(市、区，园区)工信部门设立了举报

电话，并在门户网站首页予以公示；各县(市、区，园区)工

信部门负责人与中工频炉企业业务主管互加微信，可以通过

微信视频进行实时监管，查看生产情况；浮梁县在景丰制造

厂安装摄像头，指定专人进行实时监控。在打击“地条钢”

的日常监管中逐步加大了信息化手段，形成多元化监管的高

压态势，这样既填补监控的盲点，又提升监管效能。

                                        （来源：景德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景德镇多措并举提升打击
“地条钢”监管效能 

一批民生重大工程将加
快上马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近日，各地陆

续披露前5月民生工程进度单，彰显特殊之年民

生为要。值得注意的是，立足于惠民生扩内需，

有关部门和地方还在密集部署，开列民生工程建

设计划和投资清单，提速推进新一批民生重大工

程项目落地。扶贫工程项目、老旧小区改造、养

老医疗公共服务等成为建设重点。

    专家指出，加码民生重大工程，不但能有效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更大程度上释放民生红利，

而且在扩投资促消费、打造经济新增长点上潜力

巨大，应加快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撬动更多

社会资本参与。

    十件民生实事到位资金275.02亿元、超年度

计划18.2%，完成投资261.18亿元、超年度计划

13.7%。其他民生工程到位资金265.46亿元、占

年度计划89.91%，完成投资173.21亿元，占年度

计划61.87%。民生工程实事累计到位资金540.48

亿元，完成投资434.39亿元……这是贵州省近日

交出的前5月民生工程投资成绩单。

    这不是个例。1至5月，江西省28个社会民生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5.18亿元，占年计划38.7%；

湖南省2020年的12件22项重点民生实事工作全面

稳步推进；河南财政超过七成用于民生……各地

日前密集披露的民生工程进度单，很大程度上彰

显了特殊之年民生为要。

    惠民生与稳增长休戚相关。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我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

效结合、相互促进。  （来源：西本新干线）



4

中资开发全球最大铁矿 铁矿
石受制于人的局面未来或缓解 
        2020年6月9日下午，经几内亚政府内阁全体会议授权，几

内亚矿业地质部长马加苏巴代表几内亚政府与赢联盟正式签署

《西芒杜铁矿1、2号矿块基础公约》。

        西芒杜铁矿是目前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储量最大、品位最高

的优质露天赤铁矿资源，其中1、2号矿块品位65以上的资源储

量初步估算在36亿吨以上。

        韦立国际、山东魏桥、法国UMS公司和烟台港集团共同

组建的赢联盟企业联合体，通过几内亚政府组织的国际招标程

序成功获得1、2号矿块矿权。

        基础公约的签署，标志着西芒杜铁矿1、2号矿块开发进入

实质性阶段。赢联盟将联合投资伙伴一起组建“大联盟”，共

同推进项目建设。

        2015年，魏桥创业集团牵头组成了三国四方的“赢联

盟”，在几内亚博凯地区开拓了全新的铝土矿供应基地，同时

带动了中国制造、中国装备一同出海，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企业国际合作打造了新样板。

        互利共赢是“王道”，这是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企业的

共同体会。魏桥创业集团在几内亚项目实施中，主动牵手三个

国家的四家企业共同成立“赢联盟”，由赢联盟来运行项目的

实施。赢联盟有魏桥创业集团关联公司中国宏桥集团和几内亚

UMS集团，还包括了烟台港集团和新加坡韦立国际集团。赢

联盟能够成功，就是来源于这种多赢的合作形式。

        今年以来，全国进口铁矿石价格持续扬升。兰格钢铁网市

场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日，国内港口铁矿石价格达到了

775元/吨，比今年初的549元/吨上升41.2%。新加坡基准62%

品位的铁矿石现货价格也已突破100美元/吨，创下2019年8月

以来新高。

        多年以来，高度垄断的国际铁矿石供应体系，一直是悬在

中国钢铁工业头上的一把利剑。钢价不涨，铁矿石价格涨，钢

价小涨，铁矿石价格大涨的局面时常出现，蚕食着中国钢铁行

业的利润。

        如今，由中资开发全球最大铁矿，人们期待着在未来，铁

矿石受制于人的局面或可缓解。（来源：兰格钢铁综合整理）

经合组织预测今年世
界经济萎缩6%或7.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10日

发布经济展望报告，就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和

第二波疫情在今年年底前暴发两种假设，提

出不同经济前景预估。

    报告说，新冠疫情引发近百年来最严重

的经济衰退，尽管目前各国逐步放宽防控措

施，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仍充满不确定性。

报告预测，如果今年年底前出现第二波疫情

并导致各地再次采取隔离限制措施，今年世

界经济将萎缩7.6%，2021年将增长2.8%；如

果第二波疫情得以避免，今年世界经济将萎

缩6%。

    经合组织表示，欧洲国家采取的隔离限

制措施对经济影响尤为严重，在今年出现第

二波疫情的情形下，欧元区经济预计下跌

11.5%；在未出现第二波疫情的情形下，欧元

区经济跌幅预计超过9%。

    此外，如出现第二波疫情，今年美国和

日本经济降幅预计分别为8.5%和7.3%；如未

出现第二波疫情，美国和日本经济将分别下

滑7.3%和6%。报告还认为，中国和印度的经

济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各国政府应谨慎采取紧急措

施，促进各国经济实现弹性、包容和可持续

复苏。(新华社)



    5月社融增量达3.19万亿
　“宽信用”正在形成 
    央行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8

万亿元，同比多增2984亿元。初步统计，5月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为3.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48万亿元。5月

末，广义货币（M2）余额210.0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

点。金融数据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体现了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增强。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5月新增人民币

贷款1.4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近3000亿元，对实体

经济恢复发展形成支撑。贷款结构也有所改善，中长期

贷款占比有所上升，随着近期住房和汽车销售回暖，居

民部门贷款开始回升。

    环比来看，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比4月少增2200亿

元。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分析称，主要原因是

新增票据融资和非银贷款较4月明显缩量，其中，或因近

期央行加大对资金空转套利的监管力度，5月票据融资环

比少增2324亿元。

    5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达到3.19万亿元。新网银行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分析称，5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重

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加杠杆力度加大。财政部数据显

示，5月地方债发行13025亿元，创地方债单月发行量新

高。加上国债、一般债发行，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快速

增长，推动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

    “5月信贷和社融增速依然保持较高水平，一方面，

说明随着疫情趋于平稳，企业复工复产加快，实体经济

恢复情况较好；另一方面，表明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支

持服务力度加大，‘宽信用’状态正在形成，融资难等

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董希淼说。

    另外，5月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

11.1%，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狭义货币（M1）同

比增长6.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1.3个和3.4个百分点。董希淼说，这表明随着

前期一系列“宽货币”政策落地实施，稳健的

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市场流动性更加合理

充裕。

    温彬表示，下阶段，随着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全面推进，企业信贷需求将不断增强，要

继续强化逆周期调控，加快推进特别国债、地

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及资金运用到位，落地实

施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更加精准高

效地支持中小微企业等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的

薄弱环节。在流动性较为充裕的同时，要加大

对资金流向的监控力度，确保不发生空转套利

和脱实向虚，切实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所需

领域。

    王青表示，虽然近期企业债券和票据融资

有一些波动，但人民币信贷、政府债券融资的

大幅多增将抵消这一影响，6月社融存量和M2增

速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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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全员综合素质,增强

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积极向上、健康安全、团结

和谐的良好工作氛围,顺朝集团党工团，决定不定

期进行以“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为主题的一小

时健身活动，至此，激情四射的周末健身活动正式

拉开了帷幕。

               跳动青春    绳采飞扬

    周五下班以后，参赛队员迫不及待地聚在比赛

场地试跳等待比赛开始。比赛开始，参赛队员马上

挥动手中的跳绳，卯足了劲儿，使出浑身解数，把

一根跳绳是舞得虎虎生风。场外啦啦队更是热情高

涨，欢呼声、加油声不断，而不时传来的爽朗笑

声，使原本紧张的比赛氛围变得更轻松、有趣。

快 乐 工 作   健 康 生 活
——记顺朝集团激情四射的周末健身活动

           俯卧撑  力量的支撑

    在男子组力量比赛中，人事企管中心焦小京充分展示

出武术世家的深厚底蕴，以一分钟53个的成绩轻松取胜。

    经过激烈角

逐，最后工程二

部的高婉秋（一

分钟200个）和

采购部吴青青

（一分钟198

个）取得了最后

胜利。

 仰卧起坐  亮出你的小蛮腰

    在女子组仰卧起坐的比赛中，人事企管中心陆迎婵力

压群雄，以一分钟47个的成绩遥遥领先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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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比拼  “群魔乱舞”

    拔河比赛一向都是重量级选手的展示时间。

采购部的重量级选手叶总往台上一站，结果就显

而易见，对手就像拔萝卜一样一个一个东倒西歪

被拉了过来。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最后的团队比拼，撕名牌更是吸引了所有人

的目光。为了更好的体现我们是一个团结友爱的

好员工,临时决定来一场大义灭亲、六亲不认的撕

名牌大战。只见红蓝两队,简单粗暴的群魔乱舞互

撕;师傅被徒弟追得倒在地上护住名牌也不能幸

免。“师傅，我可不能因为你是我师傅就手下留

情呀，咱该撕还得撕！”估计徒弟心里的小恶魔

正在嘿嘿直笑。两个女将更是把“谁说女子不如

男”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整个场上就只剩下

她们拼命互撕的身影，看得男士们唏嘘不已，

“原来女孩子凶起来这么可怕呀！”

    比赛过后，大家齐聚

餐厅，开始品尝美味大

餐，各式各样的小龙虾成

了大家的最爱，啤酒喝起

来，龙虾吃起来，切磋切

磋，聊聊工作，聊聊生

活，有梦想，有期许，欢

声笑语在餐厅里回荡着，

或许这就是顺朝大家庭的

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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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蝶的一生
　　桔树上有一种小蛀虫，靠吸取桔树树叶中的营养为生。这

种小蛀虫大概像小拇指那么大，头上长有一只触角，靠身子的

一伸一缩来蠕动，长得很像天牛的幼虫，身体略略带点青色。

　　小蛀虫躲在树叶底下，仰起头来咬下树叶吃，它吃东西的

速度特别快，就像饿极了的蚕儿吞吃桑叶那样，不一会儿，一

张桔树叶就没有了影子。这小虫还很好斗，如果拿东西轻轻碰

一碰它，它就马上昂起脑袋，竖起触角，怒气冲冲地摆出一副

不可侵犯的样子。

　　过一段时间以后，小蛀虫开始变得迟钝了，身子发僵，不

吃东西，连动都不动一下，隔一天再看，它已经从幼虫蜕变成

一只彩蝶了。不过这个时候，它的变化还没有完全完成，身体

还蜷缩在一起，翅膀也合拢着没有伸展开，只是身上已经变得

五彩斑斓。而且它的肚子也变得鼓起来，成了一个椭圆形，上

面有一道一道的彩色条纹相间，很像一粒用来塞耳朵眼的玉

石。它头上的那根触角也变成了两条又细又长的触须。但它的

身子还柔弱得很，不能自由飞舞，就像醉了酒刚刚清醒那样。

　　再过一天，它就变得强壮多了，已经可以在草木上攀登。

不久，它便可以张开双翅，飞上蓝天，直冲入高空中，向着远

方飞翔。

　　彩蝶快活极了，它有时向云霄直冲上去；有时又藏在香草

丛中；有时落在翠竹的竹枝上休息；有时又翩翩起舞。人们见

了它那活泼可爱的姿态，很是喜欢。

　　可是，彩蝶这样自由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一

天，它正飞来飞去地玩得高兴，一不留神，一头撞在了蜘蛛网

上。它正在挣扎间，蜘蛛赶了过来，吐出丝缠在它身上，牢牢

地捆住它，使它动弹不得。

　　彩蝶到这时候只能等死了。人们虽然可怜它，也爱莫能

助，它只好丧生在蜘蛛的口中。

　　彩蝶靠抢夺桔树的营养才披上了美丽的外衣，最后却在蜘

蛛口下结束了它的一生。可见这样靠掠夺起家的人，不管他用

多么迷人的外表来掩饰自己，都隐藏不了丑恶的本质，最后也

难逃惩罚。

　　从前在一户人家的菜园里，有着一颗大

石头。这颗石头不但妨碍大家出入菜园，而

且还常常有人被它绊倒、受伤。

　　有一天，儿子便问父亲说：“爸爸我们

为什么不把那颗讨厌的石头移走呢？”　　

　　父亲回答说：“那颗石头从你爷爷的时

候，就一直在那里啦！那么大的石头，也不

知道要搬多久，工程浩大啊！”　　

　　几年以后，这颗大石头还是留在原地；

而当年的儿子如今也娶妻生子了。　　

　　有一天，他的儿子也对他问起了一样的

问题：“爸爸！菜园的那颗石头又碍眼又危

险，我们一起来把它搬走吧！”　　

　　父亲笑着回答：“算了吧！那颗大石头

很重的，要移走可是难上加难！它从我爷爷

时代就一直在园子里了，如果那么简单就能

移走，哪会让它留到现在啊？　　

　　不过，这回儿子并没有就此放弃。第二

天，他自己到了菜园，用锄头慢慢把大石头

周围的泥土都搅松、挖开，没想到才一下

子，整个大石头就松动了。他赶快叫来众人

帮忙，轻而易举的就把这颗石头搬走了。　

　

　　没有真正尝试过，怎么知道事情一定会

如我们所想的？有时阻碍我们去发现、去创

造的，正是我们自己心理上的预设立场。 

移不走的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