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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鎂網訊，2019 年 10 月 30 日，國家發展改革委修訂發佈了

《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 年本）》（以下簡稱《目錄（2019

年本）》）。新版目錄中，將“高性能鎂合金及其製品”列為鼓勵

類專案，對鎂及鎂合金產業發展帶來重大利好消息。 

  

  根據《國務院關於發佈實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的

決定》（國發〔2005〕40 號），《目錄》是引導投資方向、政府

管理投資項目，制定實施財稅、信貸、土地、進出口等政策的重要

依據。 

  

     《目錄》由鼓勵、限制和淘汰三類組成。鼓勵類主要是對經濟

社會發展有重要促進作用，有利於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推動高

品質發展的技術、裝備、產品、行業。限制類主要是工藝技術落後，

不符合行業准入條件和有關規定，禁止新建擴建和需要督促改造的

生產能力、工藝技術、裝備及產品。淘汰類主要是不符合有關法律

法規規定，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需要

淘汰的落後工藝、技術、裝備及產品。對不屬於鼓勵類、限制類和

淘汰類，且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為允許類。允

許類不列入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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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4 月，國家發改委發佈公告，就《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

（2019 年本，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尚鎂網向發改委提

出了針對金屬鎂產業的 3 條具體修改意見。從這次正式頒佈的《目

錄》版本看，發改委充分聽取和基本採納了尚鎂網提出的建議。  

  

     尚鎂網注意到，《目錄（2019 年本）》中有三處直接涉及到金

屬鎂。 

     一是在鼓勵類有色金屬項目中，將“高性能鎂合金及其製品”

首次列入新材料產業。做出了明確的政策導向，鼓勵多樣化鎂合金

材料開發及其鑄造、擠壓、軋製、鍛造等加工製造，培育新材料產

業鏈。這對目前正在處在增長期、市場開拓期的鎂合金及其加工企

業來說是一個利好消息。可在多方面爭取有利的政策支持，營造良

好的經營環境和市場氛圍。 

  

     二是在鼓勵類汽車項目中，將“鎂合金”列入輕量化材料應用

領域，予以鼓勵，認同了鎂合金在汽車輕量化中的重要作用和發展

潛力。而此前 2011 版本中，使用了“鋁鎂合金”的表述，十分含

混且不專業，沒有明確是指鎂基合金材料。 

  



     三是繼續將鎂冶煉項目列入限制類（綜合利用項目和先進節能

環保工藝的技術改造項目除外）。在對鎂冶煉列為限制類的描述中，

除了保留原來的“綜合利用除外”，增加了新的表述，即允許或鼓

勵先進節能環保工藝的技術改造鎂冶煉項目，為鼓勵鎂冶煉工藝創

新打開了政策通道。 

  

       此外，《目錄》中的其他部分也有涉及鎂及鎂合金專案的內

容，比如軌道車輛車內裝飾材料輕量化應用，航空航太用新型材料

開發生產，機械裝備輕量化材料開發和輕量化技術，新型能源材料、

3D 列印用高端金屬粉末材料、儲氫材料、生物醫用材料，汽車、

能源裝備、軌道交通裝備、航空航太、軍工、海洋工程裝備關鍵鑄

件、鍛件等等。 

  

  

  

             《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 

        2019 年本與 2011 年版本對照 

（節選，涉及鎂、鋁及有色金屬部分） 

第一類鼓勵類 

2019 年本 2011 年本（修正） 



九、有色金屬 

1、有色金屬現有礦山接替資源勘探

開發，緊缺資源的深部及難採礦床開

採 

  

2、高效、低耗、低污染、新型冶煉

技術開發 

  

3、高效、節能、低污染、規模化再

生資源回收與綜合利用。（1）廢雜

有色金屬回收利用（2）有價元素的

綜合利用（3）赤泥及其它冶煉廢渣

綜合利用  

  

5、交通運輸、高端製造及其他領域

有色金屬新材料。 

（1）交通運輸：抗壓強度不低於 5

00MPa、導電率不低於 80%IACS 的

銅合金精密帶材和超長線材製品等

高強高導銅合金、交通運輸工具主承

力結構用的新型高強、高韌、耐蝕鋁

合金材料及大尺寸製品（航空用鋁合

金抗壓強度不低於 650MPa，高速列

車用鋁合金抗壓強度不低於 500MP

九、有色金屬  

1、有色金屬現有礦山接替資源勘探

開發，緊缺資源的深部及難採礦床開

採  

  

2、高效、低耗、低污染、新型冶煉

技術開發  

  

3、高效、節能、低污染、規模化再

生資源回收與綜合利用。（1）廢雜

有色金屬回收（2）有價元素的綜合

利用(3）赤泥及其它冶煉廢渣綜合利

用  

  

5、交通運輸、高端製造及其他領域

有色金屬新材料生產。 

（1）交通運輸：抗壓強度不低於 50

0MPa、導電率不低於 80%IACS 的銅

合金精密帶材和超長線材製品等高

強高導銅合金、交通運輸工具主承力

結構用的新型高強、高韌、耐蝕鋁合

金材料及大尺寸製品（航空用鋁合金

抗壓強度不低於 650MPa，高速列車

用鋁合金抗壓強度不低於 500MPa）。 



a）、高性能鎂合金及其製品。 

（2）高端製造及其他領域：用於航

空航太、核工業、醫療等領域高性能

鎢材料及鎢基複合材料，高性能超

細、超粗、複合結構硬質合金材料及

深加工產品，蜂窩陶瓷載體及稀土催

化材料，低模量鈦合金材料及記憶合

金等生物醫用材料，耐腐蝕熱交換器

用銅合金及鈦合金村料，3D 列印用

高端金屬粉末材料，高品質稀土磁性

材料、儲氫材料、光功能材料、合金

材料、特種陶瓷材料、助劑及高端應

用 

6、新能源、半導體照明、電子領域

用連續性金屬卷材、真空鍍膜材料、

高性能銅箔材料 

（2）高端製造及其他領域：高性能

納米硬質合金刀具和大晶粒硬質合

金盾構刀具及深加工產品、稀土及貴

金屬催化劑材料、低模量鈦合金材及

記憶合金等生物醫用材料、耐蝕熱交

換器用銅合金及鈦合金材料、高性能

稀土磁性材料和儲氫材料及高端應

用 

十四、機械 

20、高強度、高塑性球墨鑄鐵件；

高性能蠕墨鑄鐵件；高精度、高壓、

大流量液壓鑄件；有色合金特種鑄造

工藝鑄件；高強鋼鍛件；耐高溫、耐

低溫、耐腐蝕、耐磨損等高性能，輕

量化新材料鑄件、鍛件；高精度、低

應力機床鑄件、鍛件；汽車、能源裝

備、軌道交通裝備、航空航太、軍工、

海洋工程裝備關鍵鑄件、鍛件 

  

十四、機械 

20、耐高低溫、耐腐蝕、耐磨損精密

鑄鍛件 

十五、城市軌道交通裝備 

5、車體、轉向架、齒輪箱及車內裝

飾材料輕量化應用 

十五、城市軌道交通裝備 

8、車體、轉向架、齒輪箱及車內裝

飾材料輕量化應用 

十六、汽車 十六、汽車 



2、輕量化材料應用：高強度鋼、鋁

合金、鎂合金、複合塑膠、粉末冶金、

高強度複合纖維等；先進成形技術應

用：3D 列印成型、鐳射拼焊板的擴

大應用、內高壓成形、超高強度鋼

板、熱成形、柔性滾壓成形等；環保

材料應用：水性塗料、無鉛焊料等 

3、輕量化材料應用：高強度鋼、鋁

鎂合金、複合塑膠、粉末冶金、高強

度複合纖維等；先進成形技術應用：

鐳射拼焊板的擴大應用、內高壓成

形、超高強度鋼板熱成形、柔性滾壓

成形等；環保材料應用：水性塗料、

無鉛焊料等 

二十九、現代物流業 

5、標準託盤和 600mm×400mm 包

裝基礎模數推廣應用，環保型、可迴

圈利用型材質託盤的製造和使用 

 

第二類限制類 

七、有色金屬 

3、電解鋁項目（產能置換項目除外） 

6、鎂冶煉項目（綜合利用項目和先

進節能環保工藝技術改造項目除外） 

  

 七、有色金屬  

3、電解鋁項目(淘汰落後生產能力置

換項目及優化產業佈局項目除外） 

6、鎂冶煉項目（綜合利用項目除外）

  

  

六、鋼鐵 

14、頂裝焦爐炭化室高度<6.0 米、

搗固焦爐炭化室高度<5.5 米，100

萬噸/年以下焦化項目；熱回收焦爐

搗固煤餅體積<35 立方米，企業生

產能力<100 萬噸/年（鑄造焦<60

六、鋼鐵 

14、頂裝焦爐炭化室高度<6.0 米、

搗固焦爐炭化室高度<5.5 米,100 萬

噸/年以下焦化項目 ,熱回收焦爐的項

目,單爐 7.5 萬噸/年以下、每組 30 萬

噸/年以下、總年產 60 萬噸以下的半

焦（蘭炭）項目 



萬噸/年）焦化項目；半焦爐單爐生

產能力<10 萬噸/年，企業生產能力

<100 萬噸/年焦化項目 

17、1.25 萬千伏安以下的矽鈣合金

和矽鈣鋇鋁合金礦熱電爐；1.25 萬

千伏安及以上，但矽鈣合金電耗高於

11000 千瓦時/噸的礦熱電爐 

18、1.65 萬千伏安以下矽鋁合金礦

熱電爐；1.65 萬千伏安及以上，但

矽鋁合金電耗高於 9000 千瓦時/噸

的礦熱電爐 

  

19、2×2.5 萬千伏安以下普通鐵合金

礦熱電爐（中西部具有獨立運行的小

水電及礦產資源優勢的國家確定的

重點貧困地區，礦熱電爐容量<2×1.

25 萬千伏安）；2×2.5 萬千伏安及

以上，但變壓器未選用有載電動多級

調壓的三相或三個單相節能型設

備，未實現工藝操作機械化和控制自

動化，矽鐵電耗高於 8500 千瓦時/

噸，工業矽電耗高於 12000 千瓦時/

  

  

17、1.25 萬千伏安以下的矽鈣合金和

矽鈣鋇鋁合金礦熱電爐；1.25 萬千伏

安及以上，但矽鈣合金電耗高於 110

00 千瓦時/噸的礦熱電爐 

18、1.65 萬千伏安以下矽鋁合金礦熱

電爐；1.65 萬千伏安及以上，但矽鋁

合金電耗高於 9000 千瓦時/噸的礦

熱電爐 

  

19、2×2.5 萬千伏安以下普通鐵合金

礦熱電爐(中西部具有獨立運行的小

水電及礦產資源優勢的國家確定的

重點貧困地區，礦熱電爐容量<2×1.

25 萬千伏安)；2×2.5 萬千伏安及以

上，但變壓器未選用有載電動多級調

壓的三相或三個單相節能型設備，未

實現工藝操作機械化和控制自動

化，矽鐵電耗高於 8500 千瓦時/噸，

工業矽電耗高於 12000 千瓦時/噸，



噸，電爐錳鐵電耗高於 2600 千瓦時

/噸，矽錳合金電耗高於 4200 千瓦

時/噸，高碳鉻鐵電耗高於 3200 千

瓦時/噸，矽鉻合金電耗高於 4800

千瓦時/噸的普通鐵合金礦熱電爐 

電爐錳鐵電耗高於 2600 千瓦時/

噸，矽錳合金電耗高於 4200 千瓦時/

噸，高碳鉻鐵電耗高於 3200 千瓦時/

噸，矽鉻合金電耗高於 4800 千瓦時/

噸的普通鐵合金礦熱電爐 

十一、機械 

34、有色合金六氯乙烷精煉、鎂合

金 SF6 保護 

十一、機械 

34、有色合金六氯乙烷精煉、鎂合金

SF6 保護 

第三類淘汰類 

（五）鋼鐵 

1、土法煉焦（含改良焦爐）；單爐

產能 7.5 萬噸/年以下或無煤氣、焦

油回收利用和汙水處理達不到焦化

行業准入條件的半焦（蘭炭）生產裝

置 

2、炭化室高度小於 4.3 米焦爐（3.

8 米及以上搗固焦爐除外）；未配套

幹熄焦裝置的鋼鐵企業焦爐 

（五）鋼鐵 

1、土法煉焦（含改良焦爐）；單爐

產能 5 萬噸/年以下或無煤氣、焦油

回收利用和汙水處理達不到准入條

件的半焦（蘭炭）生產裝置 

  

2、炭化室高度小於 4.3 米焦爐（3.8

米及以上搗固焦爐除外）（西部地區

3.8 米搗固焦爐可延期至 2011 年）；

無化產回收的單一煉焦生產設施 

（十七）採礦（新增） 

1、集中鏟裝作業時人工裝卸礦岩 

2、未安裝捕塵裝置的幹式鑿岩作業 

 



3、主要無軌運輸巷道及露天采場採

用人力或畜力運輸礦岩 

4、地下礦山使用非阻燃電纜、風筒

和輸送帶 

5、地下礦山主要井巷使用木支護 

6、地下礦山採用空場法採礦（無底

柱採礦法）采場內人工裝運作業 

7、地下礦山採用橫撐支柱採礦法 

8、露天礦山採用擴壺爆破 

9、露天礦山採用掏底崩落、掏挖開

採、不分層的“一面牆”開採 

10、露天礦山使用爆破方式對大塊

礦岩進行二次破碎 

 （尚鎂網綜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