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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十二五”规划公布：钢结构产业迎扩张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8 月 18 日正式公布了《建筑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一系列目标，“十二五”期间全国建筑业总产
值、增加值将年均增长 15%以上，同时支持大型建筑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建筑产品施工过程的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C60 以上的混凝土用量达到总用量 10%，HRB400 以上钢筋用量达到总用量
45%，钢结构工程比例增加。对此，有分析师预计，到“十二五”期末，我国钢
结构产量将达 5000 万吨至 6500 万吨，整个产业前景乐观。
巩固建筑业支柱产业地位
《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是建筑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建筑业要
巩固支柱产业地位，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建筑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将达 15%以上；
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15%以上；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招标代
理等工程咨询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20%以上；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工程营
业额年均增长 20%以上。
《规划》同时提出，支持大型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中小建筑企业向专、
特、精方向发展，引导推动有条件的大型设计、施工企业向开发与建造、资本运
作与生产经营、设计与施工相结合方向转变，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从单一业务
领域向多业务领域发展。
为促进中小型建筑企业向专、特、精方向发展，相关部门将通过给予中小建
筑企业相应扶持政策，提供融资、信息、政府采购优惠、培训等公共服务。
《规划》还提出，“十二五”期间要推进国有建筑企业改制重组，促进大型
建筑企业重组，实现强强联合。国有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基本完成由事业单位改制
为企业，建立体现技术要素、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的企业产权制度。
钢结构产业迎扩张期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 HRB400 以上钢筋用量达到总
用量 45%，钢结构工程比例增加，这意味着钢结构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机遇。
“钢结构正经历着行业景气周期向上的重要时刻。” 国泰君安报告预计，
“十二五”期末我国钢结构产量达 5000 万吨至 6500 万吨，整个产业前景乐观。
分析师指出，钢结构行业是建筑节能的重要途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
到 2015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在 2010 年基础上降低 16%。钢结构新
建建筑占比的提升将促进节能减排的进行。
记者从住建部获悉，相关部门已决定合作建立推广应用高强度钢筋协调机制，
即推进《钢筋混凝土用钢标准》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衔接，确定推广应用
目标和路线图。这无疑将为整个钢结构产业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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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师表示，建筑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对国内主营钢构业务上市公
司产生积极影响，包括精工钢构（600496）、鸿路钢构（002541）、杭萧钢构
（600477）、光正钢构（002524）等公司都将从中获益。行业龙头精工钢构已连
续 5 年排名行业第一，目前公司销售战略从按吨卖转化为按平方米卖，即从制造
施工的分包商向总包商发展，从而逐渐提高毛利率。（摘自：上海证券报）

【特钢市场潜力巨大 高端装备用特钢企业最受益】
钢铁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基石，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则是特钢发展的最
大推动力。《钢铁行业“十二五”规划(草案)》指明的特种钢铁重点方向是：高
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海洋工程和海上石油开采、大型和特殊性能船舶和舰艇、
节能环保汽车、特高压电网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预计大飞机、高铁、海工、能
源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十二五”投资规模有望达到 10 万亿元，相应的特钢行
业将获得高速发展机会。
特钢可以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一是以优质碳素结构钢为主的低端特钢；
二是以合金钢为代表的中端特钢；三是以不锈钢、工具钢、模具钢和高速钢为代
表的高端特钢。数据显示，2009 年我国特殊钢产量约为 3500 万吨，仅占钢产量
的 5%左右，特钢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特钢的发展以中低端产品为主，
高端特钢占比不到 7%，远低于日本 30%的水平，未来高端特钢的市场前景广阔。
特钢行业集中度较高，2009 年中国特钢行业 CR10(行业前 10 大企业占有率)
达到 54%。而从细分行业来看，2010 年特种合金、工模具钢、轴承钢、弹簧钢、
齿轮钢、合金结构钢、碳结钢 CR10 均已经超过了 80%，形成四大特钢集团：东
北特钢集团、宝钢集团、中信泰富特钢和西宁特钢，以及三大专业化龙头企业：
太钢不锈、天津钢管、舞阳钢厂。各特钢集团在不同领域具有相对优势。
高端装备将成为“十二五”特钢发展的驱动力，在相关领域专用特钢具有技
术储备和订单的企业将受益最大，目前相关市场主要集中于四大特钢集团。分析
人士建议重点关注抚顺特钢（600399）和太钢不锈（000825）。
前者依托大股东东北特钢集团，是我国国防军工产业配套材料最重要的生产
科研试制基地，为我国国防工程提供大批关键的新型钢材料，在模具钢、汽车用
齿轮钢、高温合金轴承钢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40%、35%、40%。后者是国内
不锈钢龙头，拥有最为完整的不锈钢产业链，已经成为核电最全钢材供应商，目
前在特种硅钢领域获得技术突破，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摘自：中国证券报）

【水利投资和保障房建设将带动下半年钢材需求】
１至７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２５．４％，增速比上半年回落０．２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３１８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３．６％。专家预
计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将有所回升，但仍然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下半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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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住房建设及水利投资的加快推进，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也将是
下半年带动钢材需求的主要动力。
按照套均５０平方米计算，１０００万套保障房开工前期需要使用的钢量约
在１２５０万吨。但１０００万套保障房并非全部是新开工建设，还存在一定比
例的已有房屋进行充抵，因此实际的需求量应该接近１０００万吨。
据分析，住建部要求所有保障房在１１月之前全部开工，１－７月份，全国
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率７２％。因此下半年还将有约３０％未开工的保障房开工，
加上开工的保障房中还有未完工的工程，这些因素将会成为下半年推动钢材需求
的主要力量。
除保障房建设之外，水利工程建设投资也将是下半年钢材市场需求的一大亮
点。“十二五”期间每年全社会水利投资将达４０００亿元，这些投资一方面会
拉动工程机械的需求，使钢材需求间接受益；另一方面水利建设工程将直接拉动
对管材、螺纹钢等建筑钢材的需求。（摘自：新华社）

【钢铁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 销售额同比增 27%】
据统计，截至 8 月 24 日，共有 21 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共实现
销售收入 3609.74 亿元，同比增长 27.58%；实现净利润 75.04 亿元，同比下滑
16%。这种净利润下降的局面，除了铁矿石价格上涨等因素，还主要因为行业内
两个比较大的公司鞍钢股份、马钢股份净利润大幅下滑所致。
在这 21 家钢铁公司中，酒钢宏兴表现抢眼，上半年实现 279.6 亿元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41.59%；实现净利润 9.02 亿元，同比增长达 107.44%。这家公
司净利润增长除了铁矿石自给率达到 40%外，还得益于上半年较好的销售策略。
位于西北的西宁特钢净利润增幅同样惊人，达到 200.66%，业绩表现较好的还
有方大特钢，净利润实现 200%增长，方大特钢和西宁特钢这两家特钢类公司的
净利润增幅远远超过销售收入增幅。
实际上，在这 21 家公司中，只有 7 家业绩同比下滑，其中只有广钢股份一
家亏损，亏损 1.29 亿元。造成整个行业净利润下降的原因，其实还在于鞍钢股
份和马钢股份这两家大块头。
鞍钢股份上半年只实现净利润 2.2 亿元，同比下降 92%；马钢股份上半年
实现净利润 3.1 亿元，下降达到 70%。两家公司的净利润额即下降 32.61 亿元。
如果刨除这两家公司，其他 19 家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幅为 36.27%。
据业内人士介绍，马钢股份净利润下降，乃是由于投资项目较大，尚未能见
效益。而鞍钢股份称其利润下降是由于原燃料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钢材价格上涨幅
度，不过这种情况乃全行业共同面对。武钢股份同样表示受困于铁矿石价格上涨，
但上半年净利润依然有 15%的涨幅，鞍钢股份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在整合行业
扩产之时，其上半年产钢 1002.37 万吨，同比减少 5.18%；鞍钢股份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0.41%，同比 2010 年上半年的 5.11%减少 4.7%。也有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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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猜测是因为对攀钢钢钒的收购增加了财务支出，上半年鞍钢股份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净减少额 12.22 亿元，而上年同期为 2.89 亿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流出额同比增加 9.95 亿元，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流出同比增加 17.23 亿元。
中金公司认为，鞍钢股份不同品种的三季度均价较二季度下滑 100~200 元/
吨，综合考虑吨钢铁矿石成本上升约 130 元/吨，进口焦煤成本略有下降，预计
三季度公司将陷入亏损，四季度环比回升。
由于保障房等需求拉动，目前钢铁行业产量还在不断扩大，据了解三级钢螺
纹钢成本大概在 4700 元/吨以上，而北京市场三级螺纹钢价格在 5090 元/吨，钢
厂利润在 300 元/吨左右，钢厂开工率持续处于高位。在行业扩产时，库存风险
也再放大，21 家公司二季度末存货为 1105.33 亿元，同比增长 22.27%。
截至 8 月 31 日，宝钢、首钢、太钢不锈、河北钢铁也相继公布中报业绩。
宝钢股份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10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79
亿元，同比下降 36.91%，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0.29 元。首钢股份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65.09 亿元,同比降低 54.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 亿元,同
比增长 362%，每股收益 0.103 元。太钢不锈实现营业收入 458 亿元，利润总额
9.0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82%，实现净利润 8.48 亿元，每股收益 0.1457
元。河北钢铁实现营业收入 685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3 亿
元，同比增 11.64%；基本每股收益 0.12 元，同比增 20%。
（摘编自：证券时报网）

【武钢、鞍钢上半年净利一升一降】
尽管都受到原料成本上涨的压力，但国内钢铁巨头武钢股份和鞍钢股份今天
同时公布的上半年业绩却相去甚远。
武钢股份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6 亿元，同比增长 14.73%。公司上半年的基本每股收益 0.125 元，同比增
长 11.61%。
今年上半年，武钢股份的营业收入 508.22 亿元，同比增长 23.22%；公司
青山本部铁、钢、材产量分别为 847.48 万吨、887.90 万吨和 828.90 万吨，同
比分别增长 10.98%、10.45%和 13.57%。
尽管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同比增长，但武钢股份在半年报中也坦陈，由于原燃
料价格上升，销售成本也有所上升，因此毛利率有所下降。
对于下半年，武钢股份也认为生产经营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高产量、高
成本、低效益”成为钢铁行业运行的主调。
与武钢股份相比，同样受困于原材料成本的鞍钢股份，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只有 2.2 亿元，同比大幅减少 92%。公司的基本每股收益 0.03
元，同比也降低 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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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润下降的原因，鞍钢股份指出，主要是由于钢铁市场环境变化，原燃
料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钢材价格上涨幅度，钢材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远不能弥补因
原燃料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增加影响。
对此，长江证券分析师刘元瑞预计，由于鞍钢本部所需矿石以关联交易的模
式采购自集团公司，定价模式为参考上一个半年度矿石港口到岸价的均价再给予
5%的折扣。从青岛港矿石港口到岸价的均价来看，下半年矿石关联交易的定价
基准环比上半年可能还有约 10%以上的涨幅，成本压力依然较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鞍钢股份之前，马钢股份、柳钢股份、沙钢股份等钢铁企
业的上半年盈利均出现下滑，多位行业内人士就对记者指出，今年以来，以铁矿
石现货价为基准的季度或月度定价机制侵蚀了钢厂的盈利能力，同时焦煤和废钢
等原燃料价格也在高位运行。成本高位运行是制约钢厂盈利大幅扩张的重要原因。
不过，山西证券分析师刘俊清则在分析报告中预计，二季度，铁矿石价格已
涨到历史高位，但在全球钢市低迷、消费放缓的前提下，三大矿山扩产项目将于
年底完成、中国又推出铁矿石价格指数，在多种因素作用下，铁矿石价格从高位
回落已成必然。钢企成本能够有效降低，利润将从底部回升。 （摘自：第一财
经日报）

【中国钢铁业上半年利润约 500 亿 不及两大矿一半】
今年上半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又一次被三大矿业巨头挤压。日前，力拓
公布了 2011 年上半年财报。得益于亚洲市场对铁矿石和其他矿产的强劲需求，
其净利润为 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而淡水河谷上半年的净利润更超过 130
亿美元。但另一方面，在高价铁矿石的重压下，中国钢铁行业在上半年的利润率
仅为 3%，预计净利润为 500 多亿元，不及两大矿业巨头一半。
力拓首席执行官艾博年表示：“尽管产量比去年上半年有所下降，但是我们
受益于产品价格的提高。”对于未来，艾博年说，市场预期今年全球 GDP 增长
3.5%。我们希望中国的 GDP 增幅可达 9.5%。我们对 2011 年下半年和 2012 年仍
然持乐观态度。”
此前有国外消息称，淡水河谷二季度净利润为 64.5 亿美元，远高于上年同
期获得的 37.1 亿美元，同比增幅达到 74%，仅略低于第一财季获得的创纪录的
68.3 亿美元。
在两大矿业巨头均交出亮眼业绩的成绩单之时，中国钢铁业却因为高价进口
铁矿石而生存艰难。据海关统计，上半年，进口铁矿石平均到岸价格为每吨
160.89 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全行业多负担成本 1041.1 亿元。
中国钢铁协会公开表示，今年上半年，由于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致使
企业生产经营更加困难，钢铁企业仍处于低效益状态。纳入协会统计的会员企业，
上半年销售利润率仅为 3.14%，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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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需求依旧旺盛。不过，随着国内铁矿石
使用量上升、海外投资矿山力度加大、进口铁矿石代理制的推行以及中国铁矿石
指数实行等，中国钢企在国际铁矿石市场的话语权有望得到加强。”一位业内人
士称。（摘自：网易财经）

【国际市场动荡 全国 20 万钢贸商陷资金窘境】
内有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影响，外有国际市场动荡以及高价进口铁矿石带来
的压力，钢铁行业上下游近期均陷入艰难境地。其中，全国 20 多万家钢贸企业
面临资金短缺的状况格外受到关注。
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全国 20 多万家钢贸企业中绝大部分为中小型
企业，这些中小企业资金不足情况更加严重。“受通胀等因素影响，钢材产品价
格持续上升，同样的订货量，钢贸商需要的资金量却大幅提升。而通胀又使国家
持续收紧流动性，不少钢贸企业遭遇资金紧缺难题。” 钢铁研究中心研究员谢
彩表示。
7 月我国 CPI 再创新高，业内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内通胀压力仍然较大。而
CPI 的持续高位必然使得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最终推高制造成本。同时，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进口铁矿石平均到岸价格为每吨 160.89 美元，创历史最高
水平，比去年同期每吨上涨 47.92 美元，涨幅 42.41%，增加钢铁行业成本 1041.1
亿元。而最新数据显示，7 月我国进口铁矿石 5455 万吨，均价为 173.2 美元/吨，
仍维持高位运行。
“现阶段，由通货膨胀等原因引起的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正进一步压缩钢
企的生产利润空间。可以肯定的是，一部分增加的生产成本将通过提高出厂价，
转嫁给钢铁贸易流通环节，压缩钢贸商的利润空间。” 谢彩认为。
事实上，今年以来，艰难的经营环境早已令钢贸商叫苦连连，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钢贸商就坦言， “今年几乎还没挣钱”。此前，武汉某钢贸企业负责人
就公开表示：“在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之下，看似大中型钢企的利润惨不忍睹，但
我们钢材贸易商更惨。”另外，北京嘉华盛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京辉
称：“这段时间钢价一直是震荡波动，在市场不太明朗的局势下，我们只能采取
适当的低价销售，消化库存，不求获利多大，但求不赔。”
对于钢贸商遭遇到的种种困难，谢彩警示说，为解资金之困，许多钢贸商将
不得不借助民间资本，但高利贷、加入商会联保贷款或利用“杠杆效应”进入钢
材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等做法，将使企业面临着较高的风险和融资成本，这必须引
起钢贸商注意。（摘自：华南钢材物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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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析

行业分析

【我国钢管行业发展问题分析和趋势】
经过连续 10 年高达 15%的快速增长，我国钢管总产能已经近 7000 万吨。
中国钢管协会(CSPA)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钢管产量增长近 10%至 5765 万吨，
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其中 55%以上为焊管。2010 年我国钢管表面消费量为
5162 万吨，年增幅超 8%。
中国钢铁协会（CISA）的数据显示，我国 2011 年上半年共生产了 3072 万吨
钢管，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20%。中国钢管协会此前预计今年钢管总产量可能会达
到 6000 万吨，其中焊管和无缝管的比例为 55：45。
业内专家预计，今年我国钢管行业仍将面临高成本、高产出、高需求、低利
润的局面。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过快的扩张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而这也是
我国钢管行业“十二五”规划（2011 年～2015 年）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钢管行业快速发展
2009 年，尽管国外管材制造商都在大幅减产和裁员，但我国钢厂却很幸运
地摆脱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切主要归功于中央政府对基建项目的刺激性
投资，使建筑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对钢管产生了大量新需求。
尽管 2009 年国外需求低迷和欧美贸易诉讼曾导致我国钢管出口骤减 42%，
但我国国内钢管产量却依然增长了 13%至 5200 万吨，远超多数业内观察家的预
期。
由于市场前景看好，自 2009 年起我国管材行业就开始大规模扩张，不少钢
厂都在兴建新项目，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带动管材消费量的大爆发。业内人
士预计 2009 年～2011 年我国将新增 1000 万吨左右的无缝管产能。
但 2010 年市场却开始出现变化。由于中央政府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力度，主要依靠建筑业支撑的我国焊管行业的增速大幅放缓，当年的总产量仅同
比上涨 6.5%。
但是，受国内和海外下游行业复苏这一利好消息的带动，无缝管行业产量增
长强劲。由于我国制造商和出口商在新兴市场的表现抢眼，去年无缝管业的发展
远超市场预期。
今年初中国钢管协会曾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受产能严重过剩和原料成本上涨
的拖累，今年我国钢管行业的交易环境可能会不断恶化。报告还说：“由于管材
需求上升，当部分新工厂提高产能利用率时，钢厂将不得不面临难以提高利润率
的困境。”
今年前 6 个月，我国国内管材供应量的增幅高于经济复苏拉动的需求增幅。
此举导致价格竞争加剧，而市场价格也一直受到原料成本的压力。
市场人士指出，贸易商已经停止囤货，中央政府收紧信贷、需求疲软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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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摇摆不定等因素都抑制了市场投机行为。但也有人士指出，今夏随着保障房
建设的加速，管材产量可能出现反弹。
钢管出口计划在“十二五”重回千万吨
我国不仅自身钢管需求巨大且增长迅速，同时还是出口大国。2010 年我国
出口 650 万吨钢管，约占总产量的 11%。而今年前 5 个月由于第二季度海外订
单增加，出口占比提升至 13%。
上半年由于政府持续收紧信贷，我国国内钢铁市场平淡，因而钢厂只能冀望
于出口。今年钢管出口量有望达到 800 万吨，较上年增长 23%。我国海关的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份，无缝管和焊管的出口均价分别提高了 19%和 25%。
2008 年我国管材制造商的出口量将近 1000 万吨。在近来公布的“十二五”
规划中，再次提出 2015 年之前将管材出口量增至 1000 万吨。一旦目标实现，国
内需求和出口相结合将有效平衡市场供需。此外，为平衡市场，控制生产规模和
淘汰落后产能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无缝管产能迅速扩张 出口强劲
去年我国无缝管产量为 2528 万吨，同比增长 15%，其主要原因在于出口增
长 20%、国内市场复苏和无缝管产能扩张。因为当年大型无缝管厂的增幅都十
分平缓，不及 10%，所以产量增长的最大功臣是追逐高利润率的众多小钢厂。
今年上半年无缝管产量继续增长，总产量达 1270 万吨，同比增长 12.4%。
但是，由于国内终端用户的需求不如去年同期强劲，此番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国
内产能增加和海外需求改善。
随着新产能投产、全球需求增加，2011 年我国的无缝管产量预计将达到 2700
万吨~2800 万吨，比去年增加 8%。
今年我国无缝管产能有可能达到 3300 万吨，包括今年底可能投产的 400 万
吨轧钢产能。根据中国钢管协会的相关数据，目前我国约有 350 条无缝管生产线。
2009 年~2011 年，全球预计将新增 1500 万吨的无缝管产能，其中 2/3 出自
我国，目前我国已占全球无缝管总产能的 50%以上。虽然新产能预计多为油井
管和锅炉管等高附加值产品，但也包括部分结构型和液体运输用商业级产品。
受政府紧缩信贷政策的部分影响，今年的无缝管现货市场过于平淡。市场人
士表示：“由于钢价持续波动，现在买家都变得更为谨慎，大多持静观其变的想
法。”
2007 年前，国内无缝管市场价格主要受全球需求的影响。但一位业内人士
透露，自那以后钢厂将融资和采购基本原料视为同等大事，因此无缝管价格变化
趋势主要决定于钢厂的现金流状况。
方坯价格作为无缝管现货价的决定性要素之一，今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强势。
尽管无缝管价格因此被推高，但产能过剩和需求疲软仍有可能拖累今年价格涨势。
强劲的海外需求支撑着我国无缝管持续稳定出口，而国内钢厂也积极在东南
亚、南美、中东、非洲等新市场开拓业务。
在出口产品中，逾 40%为油田专用管，38%为线管、18%为锅炉管。今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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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月，我国无缝管出口量增长 28%至 176 万吨，部分市场人士预计今年出口总
量将达到 400 万吨。
目前印度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我国无缝管，头号出口目的国。受贸易诉讼的影
响，美国和欧洲自 2009 年起甚至连中国的前十大出口目的国榜单也不入。近来
由于政治动乱，部分中东和北非国家在我国的采购量也有所下降，因而在榜单上
的名次也有所滑落。
今年前 5 个月，我国无缝管进口量为 109117 吨，同比增长 4%。近年来，
经过产业升级，我国 95%的产品需求都可以实现自给，进口的无缝管也多为高
价值的特级锅炉管和油井管。
焊管产能过剩 转战出口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焊管生产国，共有 2000 多家制造商，且多为私营企业。
中国钢管协会数据显示，由于带钢供应旺盛、建筑业需求强劲，2010 年我国焊
管产能（圆管和中空型材）已达 4100 万吨。其中约 40%为小型(口径<325 毫米)
电阻焊管，约 25%为口径 325 毫米~660 毫米的电阻焊管，余下部分则是大口径
埋弧焊管。
由于中央政府加大了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去年我国的焊管总产量仅为
3237 万吨，同比增幅仅 6.5%。尽管焊管行业发展持续放缓至 2011 年初，但第
二季度受建筑业需求回升的拉动，产量又重现快速增长。根据中国钢管协会的数
据，今年上半年我国焊管产量同比增长 25%至 1802 万吨。
我国焊管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由此直接导致供应过剩并引起厂商的价格战。
但市场对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却是意见不一。例如，毛坯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
举措就不被看好，因为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产能过剩问题在产品种类上比在产
品总量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位业内人士评论道：“石油和天然气焊接管线管以及油井管等部分管材的
产能太大，但轻工业和机械行业的焊管需求却无法全部满足。”
目前，我国在建焊管扩产项目多集中在西北地区，钢铁产能少、运输成本高。
业内人士称，这些投资符合中央开发西部地区策略的要求。今年西部地区据称将
新增 300 万吨的焊管产能，足以满足当地基建项目的管材需求。
与无缝管行业相比，我国焊管业对外贸的依赖度不高，但国内的产能过剩问
题却逼得钢厂不得不寻求出口机会。由于海外需求改善，价格极具竞争力，加之
国内需求增速放缓，不少钢厂自去年起开始重返出口市场。
今年前 5 个月，我国焊管出口量同比增长 36%至 143 万吨。广泛用于建筑
行业的商用焊管约占今年焊管出口总量的 40%~50%，但随着油价回升，油气运
输专用焊接管线管的出口量增长最快（1 月~5 月份增幅高达 90%）。去年管线管
出口量约占全国焊管出口总量的 40%。
钢厂人士指出，虽然扩大出口有助于转移国内供应过剩的压力，但前景依然
不确定。目前国内管材厂依然难以通过提价来转嫁上游原料上涨的成本，而人民
币的不断升值也会削弱国内钢厂的竞争力。由于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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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也不断上涨，今夏管材新订单已经呈放缓之势。
进口方面，今年前 5 个月我国共进口 117806 吨焊管，同比增长 13%。业内
人士称，进口产品大多不是标准商用管材，部分用于发展迅速的机械行业和设备
制造行业。（摘自：中国冶金报）

【资本市场动荡对中国钢铁行业产生何种影响 】
自七月底以来，受欧美债务危机和投资者对未来经济信心不足的影响，国际
资本市场一路震荡下行，虽然在各国政府的政策努力下后期有所反弹，然各主要
金融指数仍出现大幅下挫。
具体到国内钢铁行业，随着欧美债务危机的加深、国际资本市场的衰退，中
国的钢铁行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自从线材、螺纹钢成为期货品种后，中国
的钢铁市场就直接跟资本市场挂上了钩。从国际资本市场到国内资本市场，再从
国内资本市场到国内钢铁现货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每次动荡，几乎都会引成国
内钢铁现货市场的波动。那此次全球资本市场的震荡会对中国国内的钢铁市场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目前国内钢铁市场的现状。由于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其
他生产性原材料的价格也相当强势，虽然下游的需求并不是非常旺盛，但在高成
本的推动下，国内的钢铁行情呈现出一番走钢丝绳般的坚挺，可以说，目前铁矿
石的价格是支撑国内钢铁价格的最主要因素。
那么，经济危机下的铁矿石价格会出现下跌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矿石巨
头的幕后老板：力拓公司前五大股东分别是力拓控股、汇丰、JP 摩根、澳大利
亚的一只投资基金(National Nominees Ltd)、花旗，5 家公司分别持股 28.19%、
14.12%、10.59%、8.79%和 2.29%；必和必拓前五大股东分别是汇丰、JP 摩根、
澳大利亚的一只投资基金(National Nominees Ltd)、Citicorp Nominees Pty
Limited、花旗，5 家分别持股 16.08%、11.62%、9.41%、8.42%和 4.81%。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国际铁矿石的供应实际上已经被国际金融资本所控制，而
目前被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原油价格正缓慢下跌，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进口铁矿
石的价格下跌的可能性也非常大。由于美元在不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铁矿
石价格在短期内可能还有微涨的空间，但从中长期来看，资本市场的动荡对经济
发展的冲击最终会对铁矿石的行情产生负面影响，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使
铁矿石的价格下跌三成以上。
再从供需角度看铁矿石价格的变化。目前国内铁矿石的供应比较紧张，这也
是很多人认为铁矿石价格不会下跌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所谓
的短缺有很大程度是人为造成的，国际矿石巨头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一方面在
极力扩大自己的产能，另一方面又有效地压缩对中国矿石的供应以维持高价。然
而一旦资本市场的动荡影响了国际金融资本家的利益，为了储备更多的财富“过
冬”，不排除他们会加大铁矿石的供应来储备更多的现金。反观中国国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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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适应从紧的货币政策之下，投资冲动将有所抑制，以“投资经济”为后盾
的钢铁需求也会受到影响，加之实体经济受成本上升所造成的萎缩，中国钢铁中
长期的市场需求将会受到影响，最终，铁矿石的供需关系将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因此，铁矿石的价格在金融动荡中会出现下降，钢铁行情也将随之变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钢铁贸易商开始参与资本运作。有关机构对上海工商联钢
铁贸易商会 30 多位副会长级别以上的公司进行摸底调查后发现：几乎 100%的
企业都涉猎资本运作。在钢铁贸易日益艰难的今天，很多贸易商只是把钢铁贸易
作为融资的平台，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资本市场中，但当前资本市场动荡加剧，
把大资金投入到资本市场有着巨大的风险。反观国外行业巨头却在大量储备现金
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金融危机，据统计，GE 持有 910 亿美元现金，微软持有 600
亿美元现金，苹果持有 760 亿美元现金，还有大量持有美元现金的企业，总额达
3 万亿元美元。因此，中国钢铁贸易商应该加强风险意识，压缩投资和投机规模，
切不可有麻木乐观思想，有人说，持有的现金会不断的贬值，但是如果手中的财
富被盘剥殆尽，就会连贬值的机会都没有了。
沸水中的青蛙因为奋力一跳可能尚有命存，虽然会留下累累伤痕，但温水中
的青蛙，由于对危险不知不觉，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来源：富宝钢铁网）

【铁路建设“减速”用钢影响几何？】
8 月 10 日，由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决定开展高速铁路
及其在建项目安全大检查，适当降低新建高速铁路运营初期的速度，并对拟建铁
路项目重新组织安全评估。会上明确要求，对已经批准但尚未开工的铁路建设项
目，重新组织系统的安全评估。将暂停审批新的铁路建设项目，并对已受理的项
目进行深入论证，合理确定项目的技术标准、建设方案。
铁路建设的“减速”，在业内看来，这意味着连续突飞猛进数年的铁路建设，
或许将出现转折。
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显示出铁路建设投资放缓的迹象。铁道部在今
年 1 月份表示，今年铁路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分别为 8500 亿元
和 7000 亿元。到了 5 月份，中国铁道部确定今年铁路的投资规模为 7455 亿元人
民币，其中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6000 亿元，两项投资额均低于年初计划的近 1000
亿元。而整个“十二五”期间的铁路规划投资，也从年初的 3.2 万亿元，缩水至
2.5 万亿元。
来自铁道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显示，今年 1~7 月，全国铁路完成基建投资
2834 亿元，同比下滑 2.5％。这是今年以来我国铁路投资首次出现累计负增长。
而此次 8 月份的拟建铁路项目重新组织安全评估决定，或将更为放缓铁路建设投
资。
投资：在建工程继续
对于此会议决定，最直接受影响的将是目前国内在建或未建铁路项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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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众多业内人士担心铁路相关工程或将因此停滞。
行业资深网站分析师徐建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很多已经签订了
合同的，包括已经动工的铁路项目工程，如果没有大的问题，都能继续执行，因
为企业如果延缓工程，成本将会提高。
他分析，今年所定的基建投资都是在计划进程中的，多是已开工或经过审批
的。因此，今年全年 6000 亿元投资，完成问题不大。
而且，根据往年数据来看，每年 10~12 月建设投资都会突然增加，只是下半
年新批项目或将大幅减少。
此外，从铁路投资的资金层面来看，虽然目前铁道部相关企业负债较重，但
是根据我国国情，这些央企还是能够得到资金保障的，无论是从银行融资，还是
铁道部发债。
而且，最近外围资金的投资环境也不大好，如房地产调控、股市下跌等。大
量的资金流出，这也是铁道部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有利因素。“如果下半年新签
铁建工程合同减少的话，那也是在明年显现。”徐建国告诉记者。
钢厂：年底前产量不变
钢厂方面，目前国内提供的铁路建设用钢，如重轨、车轮种类钢材，主要是
鞍钢、包钢、攀钢钢钒、武钢和马钢。而目前这些钢铁企业也暂未受到相关影响。
武钢集团宣传部部长白方告诉记者，目前武钢股份高铁铁轨产量变化不大，
多是履行以前的合约，很多合约都延续到今年底才能完成生产。因此，今年的产
钢量不会变化，即使有影响也是在明年，具体如何还要看下半年的订单情况。而
且，对于武钢来说，铁路重轨产量占总产量比重不大，武钢不会因为下半年订单
减少而使整体产量发生较大变化。
钢铁贸易商层面，这一影响甚至可以忽略。邯郸市邯山区一位做轨道钢贸易
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通常铁路工程用钢，都是钢厂直供，一般的民营贸易企
业是参与不了的。
需求：明年或减少几百万吨
徐建国告诉记者，通常铁路建设每万元投资，能带动钢材消费约 0.32 吨。
从前几年的数据看，2009 年铁路建设用钢量 2340 万吨；2010 年铁路基建投资
7000 亿元，带动钢材消费 2240 万吨。
徐建国表示，从这个数字来看，尽管铁道用材占下游用钢需求的比重只有
3%左右，远低于房地产 35%和机械行业 20%左右的份额，不过它却高于家电和
造船业 2%的份额，加之铁道用材在价格和品种上的特殊性，对于铁路用材的需
求变化不得不关注。
从目前来看，尽管建设工程和钢厂层面还未感受到明显影响。不过，行业资
深专家贾良群对未来铁路下游用钢状况颇为担忧。他告诉记者，尽管项目仍然在
建，但是建设速度会放缓，到年底，铁路基建投资很难完成，可能只达到 5000
亿元，而工程单位对钢材的实际使用量，可能会从今年预计的 2000 多万吨，减
少到 1500 万吨。“不过，这对于中国的钢铁大盘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减少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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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也就相当于全国两三天的日产量。”贾良群认为。这对于生产铁路用重轨较
多的钢厂，如鞍钢、攀钢、包钢、武钢会有一定影响，2010 年这 4 家的重轨产
量为 385.3 万吨。但是涉及到其他铁路用钢，如护栏、地基等，参与的企业就很
多了，在全国也很分散，因此涉及到某一具体企业，影响不大。
中华商务网首席分析师马忠普也认为，由于从铁路建设到钢厂供给的周期较
长，从中长期来看，明年减少几百万吨的铁路用钢生产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向
记者强调，此次国务院会议决定，其核心是提高铁路运行安全，一旦这个问题解
决，我国铁路建设还是会按照正常速度发展。毕竟，铁路运力的不足，还是我国
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的运输瓶颈。
此外，徐建国还告诉记者，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虽然铁路建设用钢在逐渐
放缓，但是城市轻轨地铁的建设，却在稳步增长，这也是对铁路用钢减少的一个
弥补。（摘自：现代物流报）

【粗钢产量屡创新高压抑钢价】
今年上半年国内粗钢和螺纹钢产量屡创新高，粗钢 2 月份日均产量创历史新
高，随后 4 月份再创新高，6 月份日产达到历史新高 199.77 万吨，离 200 万吨/
日的新台阶仅有一步之遥;螺纹钢产量也迈上一个新台阶，7 月产量突破 1300 万
吨，日产连续 3 个月保持在 41 万吨/日以上。虽然 7 月份粗钢和螺纹钢日产均出
现小幅回落，但是笔者预计，随着限电措施的结束及消费旺季的到来，下半年粗
钢及螺纹钢产量依然有再创新高的可能。
产量持续“高烧”不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2010 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全国多省市受“十一五”节能减
排的影响，钢铁产量受到一定的抑制，尤其是河北地区，限产比例较高，虽然后
期限产令出现松动，复工企业增多，但是总体来看 2010 年 9—12 月河北省产量
均低于正常水平。进入 2011 年，“十二五”开局的第一年，由于不存在限产影
响，上半年产量出现报复性增长，仍以河北省为例，2011 年前 7 个月，除 2 月
份和 7 月份产量不足 1500 万吨，其他月份产量均超过 1500 万吨，同比增幅均在
20%以上，其他省市也不断出现同比增幅超过 30%，甚至达到 50%以上的现象。
其次，产能不断扩张的结果。2005 年全国粗钢产量仅有 3.5 亿吨，到 2010
年粗钢产量迈过 6 亿吨的台阶，达到 6.3 亿吨，预计 2011 年粗钢产量将突破 7
亿吨。虽然最近几年，钢铁行业实施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但实际上钢铁行业总体
新增产能要远大于淘汰落后产能，产能的不断增加，造成了钢铁行业产量不断创
历史新高。
最后，也是比较关键的因素，盈利空间较大促使钢厂加大马力生产。今年以
来，虽然钢材价格也出现了下跌行情，例如 2 月初至 3 月中旬和 6 月份，钢材市
场均出现一轮单边下跌，但是螺纹钢产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主要原因是螺
纹钢的下跌幅度远低于原料的跌幅，钢厂依然有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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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初，受标普下调美国主权评级影响，全球商品市场和股市出现暴跌，沪
钢最大跌幅超过 300 点，但是现货市场，北京和上海两地价格跌幅仅在 50—60
元/吨，现货价格较为坚挺。经过测算，目前行业三级钢螺纹钢成本大概在 4700
元/吨以上，而北京市场三级螺纹钢价格在 5090 元/吨，钢厂利润在 300 元/吨左
右，高额的利润促使钢厂生产热情高涨，开工率持续处于高位，产量不断攀升。
从经验来看，只有当市场价格大幅低于钢厂成本价格，利润出现明显亏损的
时候，钢厂才有可能自发减产，产量才会出现下降，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市场
价格高位运行，企业利润较为可观，短期之内，在利润的驱使下钢厂仍会加大生
产，产量仍会呈现增加趋势。虽然 7 月份，由于限电及钢厂正常检修造成产量出
现下滑，但是笔者预计后期随着限电措施结束及消费旺季到来，产量仍会继续增
加。
产量的不断增加，对钢材价格的上涨造成压制。不过据了解，目前钢铁企业，
特别是长材生产企业有较高的利润空间，所以企业开工率较高，长材企业开工率
普遍在 90%以上，预计后期，螺纹钢产量仍有继续创新高的可能，但是增长空
间相对有限。不过，由于现在市场库存仍然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笔者认为后期螺
纹钢产量的增长对于价格的抑制作用或减弱。(摘自：期货日报）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后期钢材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7 月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投资、消费和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钢材需求
仍较旺盛。钢铁产量小幅回落，净出口量有所增加，社会库存继续下降，钢材价
格小幅上升。后期市场受需求形势变化影响，长材价格有望保持坚挺，而板材价
格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一、国内市场钢材价格小幅上升
7 月末，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CSPI 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 134.64 点，环比上升
0.24 点，升幅为 0.18%；与去年同期相比，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上升了 20.60 点，
升幅为 18.07%。
1、长材价格有所上升，板材价格略有下降
7 月末，CSPI 长材指数为 142.43 点，环比上升 0.67 点，升幅为 0.47%；
板材指数为 129.81 点，环比下降 0.01 点，降幅为 0.01%；与去年同期相比，
长材指数上升 26.87 点，升幅为 23.26%；板材指数上升 15.73 点，升幅为 13.79%。
（见下表）
CSPI 国内钢材价格指数变化情况表
项目
7 月末

6 月末

环比
升降

升降
幅度(%)

上年
同期

同比
升降

同比升降
幅(%)

钢材综合 134.64

134.40

0.24

0.18

114.04

20.60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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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材

142.43

141.76

0.67

0.47

115.56

26.87

23.25

板材

129.81

129.82

-0.01

-0.01

114.08

15.73

13.79

2、主要钢材品种价格变化情况
7 月末，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的八大钢材品种中，长材价格均有所上升，
高线、螺纹钢和角钢价格升幅分别为 1.51%、0.85%和 0.10%；板材价格除热
卷上升 0.43%外，其他品种价格均继续下跌。其中：中厚板价格下跌 0.93%，
冷轧薄板价格下跌 0.40%，镀锌板价格相对平稳，热轧无缝管价格下跌 0.55%。
从总体情况看，长材和板材价格的升降幅度均较小。（见下表）
主要钢材品种价格及指数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吨
品种规格

7 月末
价格

指数

6 月末
价格

升降幅%
价格
升降

指数

指数
上月
升降 本月

高线 6.5mm

4984 142.89 4910 140.77

74 2.12 1.51 -0.97

螺纹钢 16mm

4995 142.39 4953 141.19

42 1.20 0.85 -1.41

角钢 5#

4840 136.41 4835 136.27

5 0.14 0.10 -0.33

中厚板 20mm

4921 137.88 4967 139.17

-46 -1.29 -0.93 -1.61

热轧卷板 3.0mm

4953 129.05 4932 128.50

21 0.55 0.43 -2.05

冷轧薄板 1.0mm

5500 116.82 5522 117.29

-22 -0.47 -0.40 -2.18

镀锌板 0.5mm

6032 116.72 6034 116.76

-2 -0.04 -0.03 -0.26

热轧无缝管 219*10mm

6027 120.42 6060 121.08

-33 -0.66 -0.55 -0.33

3、各周钢材价格小幅波动
从 7 月份各周价格变化情况看，第一周价格环比回落，后三周价格则呈小幅
上升走势；进入 8 月份，第一周钢材价格继续上升，第二周略有下降。
（见下表）
各周钢材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元/吨
项目

6月

7月

8月

第四周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一周

第二周

钢材综合

134.40

133.49

133.99

134.27

134.64

135.11

134.92

长材

141.76

140.83

141.32

141.96

142.43

143.38

143.13

板材

129.82

128.87

129.44

129.46

129.81

130.11

129.99

二、国内市场钢材价格变化因素分析
7 月份，主要用钢行业增速趋缓，但仍保持较快增长，钢材需求仍较旺盛。
国内粗钢产量减少、净出口量增加，市场供求矛盾有所缓解，原燃材料价格继续
上涨，钢材价格小幅上升。
1、用钢行业保持较快增长，钢材需求仍较旺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7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5.4%，比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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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33.6%，比 1-6 月份加快 0.9
个百分点；7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 0.2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4.0%，增速比上月回落 1.1 个百分点。在主要用钢行业中，通用设备
制造业增长 15.8%，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11.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增长 12.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5.0%，电力、热
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5%；制造业 PMI 为 50.7%，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7.2%，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进出口总值
增长 21.5%，其中出口增长 20.4%，增速较上月加快 2.5 个百分点。上述数据
表明，国民经济虽增速有所放缓，但投资、消费和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国内
市场钢材需求仍较旺盛。
2、粗钢产量下降、净出口量增加，供求矛盾有所缓解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7 月份，国内粗钢产量为 5930.0 万吨，平均日产为 191.29
万吨，环比下降 4.24%；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5506.2 万吨和 7571.7 万吨，
日均产量分别为 177.62 万吨和 244.25 万吨，分别环比下降 2.91%和 6.93%。
另据海关统计，7 月份，我国出口钢材 444 万吨，环比增加 15 万吨，增幅为 3.5%；
进口钢材 124 万吨，环比增加 4 万吨，增幅为 3.3%。进口钢坯 4 万吨，比上月
增加 1 万吨；进出口相抵，坯材合计折合净出口粗钢 336 万吨，环比增加 10 万
吨。按日历天数计算，7 月份全国粗钢供给量比 6 月份减少 4.5%。粗钢产量减
少而净出口量增加，在需求仍然较旺的情况下，国内市场供求矛盾有所缓解。
3、原燃材料价格上涨，加大了钢铁产品的生产成本
7 月末，进口铁矿石、国产铁精粉、废钢和焦煤价格均环比上涨，冶金焦价
格小幅回落。7 月份 CSPI 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同比仅上涨 18.06%，而上述主要钢
铁生产用原燃材料中的铁矿石、冶金焦和废钢价格同比涨幅均高于钢价涨幅。原
燃材料价格上涨，增加了钢材生产成本，对钢价上升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见下
表）
国内钢铁原燃材料市场价格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吨
项目
7 月末

6 月末

环比涨跌

幅度%

去年同期

同比
涨幅%

国产铁精粉

1250

1248

2

0.16

976

28.07

进口铁矿石现货
价

1335

1315

20

1.52

1120

19.20

冶金焦

1978

1988

-10

-0.50

1618

22.25

废 钢

3697

3676

21

0.57

2809

31.61

炼焦煤

1620

1585

35

2.21

1375

17.82

4、钢材社会库存继续下降，长材降幅更为明显
7 月末，全国 26 个主要钢材市场五种钢材社会库存量合计为 1385 万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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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46 万吨，降幅 3.24%，连续第 5 个月环比下降，降幅较上月加大 1.22
个百分点。长材市场由于需求旺盛，库存继续下降，其中螺纹钢、线材库存环比
分别下降了 3.21%和 15.44%，并且降幅分别较上月加大 1.08 个百分点和 2.75
个百分点；热卷库存由降转升，升幅为 0.45%；中厚板库存由升转降，降幅为
3.25%；冷轧薄板库存继续下降，降幅为 3.26%，较上月加大 2.44 个百分点。(见
下表)
国内钢材市场库存变化情况表
单位:万吨
项目
库存量

比上月
增减

月环比%

上年
同期

同比
增减

同比
增减%

2010 年 12 月末

1324

18

1.36

1232

91

7.43

2011 年 1 月末

1472

148

11.25

1367

106

7.74

2 月末

1853

381

25.85

1809

44

2.43

3 月末

1789

-65

-3.48

1729

60

3.45

4 月末

1541

-248

-13.83

1543

-2

-0.1

5 月末

1461

-80

-5.19

1578

-117

-7.41

6 月末

1432

-29

-2.02

1572

-140

-8.92

7 月份

1385

-46

-3.24

1494

-109

-7.28

三、后期钢材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今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预计后期市场钢材需求仍较旺盛，原燃材
料价格高位坚挺，但由于钢材市场仍是供大于求局面，钢材价格将继续呈波动运
行态势，品种差别会更加明显。
1、国民经济适度减速，钢材需求将继续保持增长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放缓趋势，但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没有改变。从
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有所减弱，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美国国
会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虽在最后时刻艰难达成协议，但仍遭标准普尔信用评级由
AAA 下调至 AA+。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继续蔓延，德、法等国经济增长放缓；从
国内情况看，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矛盾也仍然突出?但我
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城镇化和工业化加快发展，经济
结构转型速度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后期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
投资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力度增加有利于促进
消费增长，出口也将保持相当规模，后期市场钢材需求仍较旺盛。
2、钢铁生产成本仍将呈上升趋势，钢价大幅下滑空间有限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7 月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1.0%，较上月
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其中燃料动力类价格同比上涨 12.6%，较上月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煤炭、电力等因素对钢铁生产也带来影响。为缓解电力紧张局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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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已上调了山西等 15 个省（市）火电企业售电价格，今后还将推出新的成品油
定价机制，以及阶梯电价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措施，天然气价格也将有所上调。
从以上情况看，钢铁企业生产高成本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钢铁行业仍将处于
高成本运行状态，钢价大幅下滑的空间有限。
3、货币政策呈收紧趋势，保障房建设资金较为充裕
今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物价总水平，在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
策的同时，控制货币总量合理增长。7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 77.2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4.7%，比上月末低 1.2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 27.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6%，比上月末低 1.5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为 4.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3%，比上月末低 0.1 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余额
为 51.9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6%，比上月末低 0.3 个百分点；7 月份人民币贷
款增加 4926 亿元，环比少增 1413 亿元，同比少增 252 亿元。目前通胀形势依然
严峻，7 月份 CPI 同比增长 6.5%，预计后期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呈趋紧态势。值
得注意的是，央行和银监会召开的年中工作会议均强调，下半年将加大保障性住
房建设支持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及时发放贷款，
将对支持保障房建设起到关键作用，进而拉动钢材需求保持增长。
后期市场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是长材需求形势好于板材。由于保障房、水利工程大规模开工建设，铁路
建设项目投资也较大，建筑用钢材需求将较旺盛。而由于造船、汽车、工程机械
等增速趋缓，板带材产品同质化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企业钢材出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跌破 6.4 大关，
至 8 月 12 日人民币汇率跌至 6.3972。人民币持续升值，降低了钢材出口收入，
不利于钢铁企业扩大出口。
三是原燃材料价格上涨加大了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由于美元持续大幅贬值，
国际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原油、铁矿石、焦炭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将加大钢
铁企业降本增效的工作难度。（摘自：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18

政策周报——钢铁专刊

权威视点

权威视点

【“十二五”钢铁工业循环经济如何发力？】
“十二五”是我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钢铁工业结构调
整、淘汰落后、优化布局、节能减排的任务繁重。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源头实现节
能减排的有效途径，也是缓解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能源短缺的客观需要。
因此，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钢铁工业，是实现由
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的必然选择。
那么，目前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十二五”期间应该
从哪些方面发力？日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首席分析师迟京东、钢协
发展与科技环保部副主任黄导，就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
迟京东指出，钢铁工业过去进行节能减排，对企业来讲，最主要的意义是节
能降耗降成本，体现为直接的经济利益。未来，钢铁企业要转变这种观念，更多
地承担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体现在节能减排成本的增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
“不划算”，而社会效益则较为突出。比如宝钢就提出了高于钢铁生产经营自身
的环境经营理念，这是钢铁工业的一种进步。而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会使节能减排
的难度越来越大。
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潜力巨大
对于“十二五”期间钢铁行业节能减排的潜力，黄导从淘汰落后产能、技术
进步和其他各方面进行了估算。
淘汰落后产能。2005 年，估计钢铁工业落后产能的比例为 25%，预计“十
二五”末期，我国钢铁行业落后产能的比例将降至 5%。如果 2015 年我国钢产
量达到 7.5 亿吨，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以先进产能替换落后产能，相对于 2005
年可实现节能量 3376 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7.9 万吨，减少烟粉尘排放
9.8 万吨。如果“十二五”期间的落后产能被完全淘汰而且不新增产能，则相对
于上述情况可减少 9245 万吨钢，可实现 13403 万吨标煤的节能量，减少二氧化
硫排放 3.4 万吨，减少烟粉尘排放 4.2 万吨。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贡献率达到 40%~60%。钢铁行业技术进
步应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推进：第一，普及和推广现有成熟的节能技术，如干熄
焦、高炉炉顶余压发电、转炉煤气回收、蓄热式轧钢加热炉、铸坯热装热送等；
并着重对已有的节能技术的使用效果进行改进。第二，开发一批关键节能技术并
实现产业化，如烧结余热发电、焦化煤调湿、转炉低压饱和蒸汽发电等。第三，
节能前沿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如冶金渣显热回收、冶金副产煤气制取清洁能源、
氢冶金工艺、二氧化碳的收集利用与储存等。如果以上节能减排技术均得到采用，
与 2005 年相比，预计“十二五”末期将节能 3384 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52.1 万吨，减少烟粉尘排放 22.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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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废钢回收利用水平。根据预测，2015 年基于产量 7.5 亿吨的水平进行
计算，若保证吨钢添加废钢 170 千克需要废钢 12750 万吨；如果考虑落后产能被
淘汰且并不被先进产能替换，2015 年的产量达到 65755 万吨，保证吨钢添加废
钢 170 千克需要废钢 11178 万吨，需要在当前 8500 万吨的基础上增加废钢回收
量 3324 万吨。
行业间循环。预计“十二五”末期通过提高副产煤气回收量，与 2005 年相
比实现节能 2611 万吨标煤，
通过提高副产煤气回收量将实现节能 2952 万吨标煤。
到“十二五”末，预计我国钢铁工业高炉渣制水泥的利用比例将达到 90%，节
能潜力达到 1016.25 万吨标煤；钢渣的利用比例达到 20%，节能潜力达到 253.95
万吨标煤。预计到 2015 年，焦炉、高炉利用废塑料的普及率分别达到 5%和 10%，
节能潜力分别达到 152.60 万吨标煤和 103.82 万吨标煤。
能源管理中心建设。能源管理中心着眼于全厂能源介质的在线跟踪与优化控
制，一是确保生产的稳定供应和动态调配：二是充分优化能源系统，实现能源的
合理配置，可降低总能耗 2%~5%；三是集中管理与自动化操作，提高劳动生产
率。到“十二五”末，200 万吨以上钢铁联合企业和 50 万吨以上的特钢企业应
全部建有能源管控中心，预计节能量达到 100 万吨标煤，相当于减排约 235 万吨
CO2。
发展循环经济要推进重点工程与关键技术
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据黄导介绍，“十一五”期间钢铁工业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落后产能阻碍了行业节能减排水平提高。据统计，重点统计钢铁企业
仍有 90 平方米以下烧结机 200 余台，1000 立方米以下高炉 370 座，50 吨以下转
炉 120 余座，10 吨以下电炉 20 余座，而未纳入统计体系的占全国钢产量 16.4%
的中小钢铁企业有很多属于落后产能。这些落后产能严重阻碍了行业节能减排水
平的提高。
第二，钢铁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企业工序能耗未达到国
家标准《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限定值。占钢铁企业二次能
源总量 70%以上的副产煤气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放散，且各企业之间煤气回收利
用水平相差很大。此外，余热资源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能源管理水平和国
外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
第三，循环经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废钢综合单耗远低于世界水平，废钢
资源不足问题十分突出。铁金属矿产资源的综合回收率仅为 30%，比发达国家
约低 20%，钒钛磁铁矿（尤其钛资源利用）和稀土资源总体利用水平还比较低。
水资源利用方式仍然比较粗放。
第四，钢铁行业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尚未建立。早在 2007 年，国家发改委联
合国家环保部和统计局已下发了《关于印发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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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钢铁行业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仍未建立。
第五，钢铁行业与其他行业及社会之间的链接有待加强。钢铁行业与原料供
应、产品深加工等上下游循环经济产业链尚未完全建立；与建材、化工、电力等
相关行业之间的循环经济生态产业链还刚刚起步；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大循环还
处于试点阶段。
第六，技术研发力度不足。我国尚缺乏专项研究基金的支持，具有自主技术
创新能力的企业较少，企业间技术水平差异也较大，核心技术的掌握程度较低，
驱动发展后劲不足。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钢铁生产新工艺、新装备未取得突破
性进展。依靠先进技术推进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还未完全建立，相应节能减排技
术规范不完善，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七，循环经济激励政策不到位。钢铁企业利用余能、余压发电等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得不到有效认证和享受国家奖励，企业自发电项目上网、并网困难，上
网价格较低，而用电价格较高；钢渣、尾矿综合利用等一些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好的共性循环经济技术缺乏资金支持，给推广造成困难。
第八，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重点大中型企业吨钢烟粉
尘、SO2 排放量与国外先进钢铁企业相比尚有较大差距；通过国家及地方政府清
洁生产审核的钢铁企业仅 1.4%；钢铁行业氮氧化物、CO2、二口恶英等污染物
减排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水平偏低。
黄导指出，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要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和关键技术研发。
对于以钢铁行业为核心或有钢铁行业参与的循环经济过程，实施循环经济的
一系列重点工程可分钢铁企业层次、不同产业层次及社会层次。
钢铁企业内部循环经济的重点工程，需要大面积普及的有：干熄焦、高炉干
法除尘、转炉干法除尘、TRT 发电“三干一电”技术；需要开发的有：焦化煤调
湿、高炉脱湿鼓风、高炉喷吹焦炉煤气、中低温余能余热回收、难处理冶金废液
资源化综合利用与钢铁过程废水分质利用、烧结烟气脱硫脱硝等污染物协同控制
技术、炼钢精炼冶金渣改质循环利用等技术。
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重点工程，主要包括重点突破行业间和与社会层次构
建循环经济的关键技术。可构建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主要有：钢铁—电力循环经济
产业链、钢铁—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钢铁—建材循环经济产业链、钢铁—农
业循环经济产业链、钢铁—市政循环经济产业链等。
与城市和社会和谐共存的重点工程，主要包括大宗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工
业废气资源化利用、废水深度资源化利用、废旧金属资源化利用、废旧电子电器
循环利用、废旧高分子材料循环利用、城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建筑废弃物循环
利用、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废弃物资源化工程，和消纳社会废塑料、城市污
水处理等消纳处理社会废弃物工程。
钢铁行业选择循环经济支撑技术的原则应体现在：最大限度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最大限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最大限度提
高环境容量空间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提高钢铁产品的使用效率。主要包括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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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再利用技术、废弃物资源化技术、产业共生与链接技术和能源管理中心
技术等。
关于促进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
对于“十二五”钢铁行业如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迟京东给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淘汰落后产能不能简单关闭或拆了重建，应
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建议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
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淘汰落后产能的长效机制；建议采用差别电价政策、差别
税收政策等措施，加大落后产能生产的代价，进一步压缩落后产能的市场空间；
严禁落后产能转移。
第二，制定并实施废钢资源战略。废钢资源应和铁矿石、焦煤一样，升级成
国家战略资源。国家应统一制定并实施废钢资源战略。在具体实施中，一方面应
鼓励废钢用户和废钢加工配送企业到废钢资源富余的国家和地区，以合作或投资
的方式，建立海外废钢收购、加工企业；另一方面对规范、达标的废钢加工配送
企业给予适当的财税优惠，适度放宽拆解的许可和进口废钢的许可。同时，应不
断提高废钢加工处理装备和技术水平，提高优质废钢比例；促进废钢加工企业兼
并重组，提高废钢产业集中度。
第三，完善体制机制。“十二五”期间，国家对脱硫、除尘等污染物排放指
标的严格要求势必会增加钢铁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因此，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
大节能减排项目的贴息贷款力度，特别是对于投资大、回收期长的节能减排项目，
应当延长其贷款和还款期限；另一方面，应综合考虑及研究钢铁企业用于控制污
染物排放而导致能源消耗的额外支出部分，制定合理的节能目标。此外，应利用
增值税支持钢铁行业加快工艺生产结构的调整，加快推进实施钢铁余热余压发电
上网激励政策等。
第四，加强技术创新和推广。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投入力度，统筹组织实
施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重点工程。启动专项资金，支持重大关键技术的研发。把钢
铁工业节能减排作为国家技术改造的重点予以支持，加大中央财政技术改造资金、
国家节能减排资金对节能减排重点专项工程的支持力度，优先支持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钢铁企业加强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加快节能减排信息化建设，支持钢铁企
业新建或改造能源管理中心，构建钢铁行业互联互通的节能减排数据采集和信息
监测平台。
第五，实施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管理及生产模式创新。新一代钢厂在消纳处
理社会废弃物的同时，还可以为其他行业提供高价值的副产品，行业间形成生态
链，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因此，应打破行业隔绝的现状，重点突破行业间及在
行业与社会层次之间构建循环经济的关键技术，并在政策上鼓励行业间的链接。
第六，建立技术交流平台及技术联盟。组织建立节能减排技术及能耗指标数
据等方面的交流平台，便于企业间进行技术交流及挖掘节能潜力。针对一些中长
期，特别是潜在的突破性技术，建议建立技术联盟。同时要加强和持续保障对钢
铁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科技投入，鼓励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开放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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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结合的行业自主创新体系。
第七，开展钢铁生产全流程系统工艺优化，深入促进节能环保。坚持以铁、
烧、焦工序为中心，以提高高炉、焦化、转炉煤气与全流程余热余能为重点开展
节能减排。提高能效不仅要依靠节能技术，更依赖于能源高效使用和科学有效地
加强能源管理。
第八，加强宏观调控，推进产业融合及提高钢材产品性能。在区域主体功能
区规划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钢铁企业与周边地区行业的衔接，综
合考虑整个区域的能源平衡，从区域整体战略布局上实现资源能源的优化配置，
最大限度地降低间接能源消耗及碳排放。 （摘自：中国冶金报）

【新一轮节能减排政策对我国钢铁业发展带来什么？】
日前，国务院总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
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十
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及节能目标分解方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计划。这对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将注入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
从“十二五”节能减排的分解方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来看，重
点突出，目标明确，措施细化，实施的是淘汰落后+资源税改革，节能减排长短
结合的方式，而且将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从工业推广到交通、建筑、生活等多个
层面，并强调加强节能减排管理和措施的落实。这些措施包括推行居民用电、用
水阶梯价格，全面推行供热计量收费；加大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加
大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低碳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度；加
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建立“领跑者”标准制度；适时扩大低碳试点内容和
范围，可见节能减排各项政策开始细化落实。
尽管“十二五”节能减排推广到交通、建筑、生活等多个层面，但工业系统
的节能减排依然放在首位，钢铁行业依然是节能减排的重点。对于钢铁行业来说，
任务更艰巨。节能减排，淘汰落后、资源税改，三举并重，而且今年钢铁业淘汰
落后产能的力度和数量增大。此前，工信部刚公布 2011 年炼铁淘汰落后产能企
业名单，钢铁行业的淘汰落后产能指标相比今年 5 月份下达的目标有所上升。其
中淘汰落后产能炼铁 3122 万吨、涉及 96 家企业；炼钢 2794 万吨、涉及 58 家企
业；焦炭 1975 万吨、涉及 87 家企业；铁合金 211 万吨、涉及 171 家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与淘汰落后产能这一常规手段相比，此次“十二五”节能减
排工作提出资源税费和环境税改革，着眼于完善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这将加大
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的力度。这对于钢铁行业发展无疑增强节能减排的动力，加
速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加快节能减排的进度，有利于钢铁产业的结构和产品结
构的调整。从“十二五”节能减排计划来看，这将进一步迫使我国钢铁工业结构
调整，加快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提高钢铁工业发展的质量和协调性、可持续性，
从我国钢铁工业目前面临的资源消耗、生产环境及市场无序竞争等诸多压力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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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十二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控制总量、优化布
局、联合重组、科技进步、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加
快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提升产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环境友好、国际竞争力强的新型钢铁工业发展道路，使我国钢铁行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采访中，一些钢铁企业和钢材流通行业的经营决策者谈到，“十二五”节
能减排计划的实施，对于钢铁企业确实是一大机遇，也是一大挑战。目前，节能
减排仍然是钢铁行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从统计显示，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
业平均能耗仍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出 10%左右。同时，我国还存在能耗高、污染
严重的落后产能，行业整体余能余热利用水平低，环保配套设施不完善。钢铁工
业环保指标整体上仍比较落后，重点大中型企业的平均吨钢 SO2、烟粉尘排放量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此外，我国钢铁工业生产结构中的铁钢比偏高，
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短期内难以改善，钢铁工业面临的节能减排压力还比较大。
此次，国家明确了“十二五”的节能减排任务的目标，而且采取多种举措，将有
力推动钢铁工业的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工作。
节能减排是钢铁行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业内人士认为“十二五”的节
能减排计划实施，将采取十大措施，其中加大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并推进资源税费和环境税费改革，等等。这对于钢铁企业来
说，增加了节能减排的成本，同时也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促使钢铁企业将在节
能减排上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加强资源、能源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推进高效钢生产和
使用，降低钢材消耗，以缓解钢铁生产在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发挥消
纳社会废弃物功能，建设资源节能、环境友好的钢铁工业生产体系。
业内人士指出，钢铁企业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机会，节能减排
最终的目的是促进产业的升级。“十二五”节能减排计划提出的“重点领域节能
减排、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推广使用先进技术、
加强节能减排管理和完善节能减排产销机制”，这对于给钢铁行业来说，同样带
来机会。比如推进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包括工业节能、交通节能、建筑节能和生活
节能。根据“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经验，工业节能市场涉及重点主要包括钢铁、
有色、石化等重点耗能行业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工
业锅炉（窑炉）改造、采暖供热为主的热电联产和工业热电联产机组等。同样，
建筑节能包括新建建筑节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规
模化应用等几个方面。那么，根据这些行业的节能减排的要求，将需要环保、节
能、高效的“绿色钢材”，为钢铁业的产品结构提出了方向。
比如，在建筑领域，用钢最多的是螺纹钢筋，我国目前的年产量达到 1.3
亿吨，占钢材总量的 20%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是国际上早已淘汰的低档（HR335）
钢筋，如果用中、高档钢筋取代低档钢筋，可以节省钢材 14%-20%，建筑工程
用的脚手架用高强度型钢替代普通焊接钢管，可以节约钢材 30%-50%；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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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强度钢材取代一般钢材，可实现汽车轻量化、船舶轻量化、机械装备轻量化，
走“低碳”发展道路。因此，在“十二五”期间，随着下游行业实施“十二五”
节能减排计划，对钢材的轻量化要求将会越来越高，这为钢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
同时也将促进钢铁行业向钢材的高效、节能、环保方向发展，提高钢材的使用效
率，改变以粗代细、以厚代薄的现状，实现轻量化用钢，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实
现轻量化用钢所体现的“低碳”潜力，远远大于钢铁生产过程中的节能的潜力。
因此，在“十二五”期间，钢铁行业将关注钢材的轻量化、高效化的“绿色钢材”。
时下，一些钢厂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力度，明确了节能减排目标。中国科协
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信集团高级顾问刘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信泰富
特殊集团“十二五”结构调整升级规划，明确节能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与低
碳经济，在更高层次上推进清洁生产，实现企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使中特集团各
子公司的吨钢综合能耗、吨钢可比能耗、万元产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吨钢新水消耗、吨钢烟/粉尘排放量、吨钢 SO2 排放量均有大幅下降，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其中吨钢 SO2 气体、烟粉尘排放量下降，废气排放达标率 100%，万
元产值能耗下降 20%，废水排放达标率 100%，高炉水渣和转炉钢渣利用率 100%，
含铁尘利用率 100%，含铁氧化物利用率 100%，高炉、转炉煤气回收利用率 100%。
济钢提出将在济南市东部城区建设济南市最大的节能减排“三大中心”—
集中供热中心、污水处理中心、废旧塑料消纳中心，目前正与济南市政府进行全
面接洽沟通。这是济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自主创新型企业，努力构
建与城市和谐共生、友好共赢的“绿色钢厂”的重要举措。据悉，济钢初步规划
一期开发供暖面积 1000 万平方米，二期开发 2000 万平方米。据悉，通过采用先
进的供热技术，供热能力可比常规蒸汽供热提高 130%，管网输送能力提高 80%，
管网投资降低 30%，供热能耗降低 40%。项目全部实施后，余热量折合标煤 45
万吨/年，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12.5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1.98 万吨。济钢将利用
焦炉和高炉工艺消化废旧塑料，与炼焦配煤混合加入焦炉进行焦化处理；或将废
旧塑料制成适宜粒度喷入高炉，替代部分喷煤。按照配加比例为 4%计算，每年
可处理废塑料 20 万吨，节能约 24 万吨标煤，减少 CO2 排放 40%。
打造高效、可循环的新一代钢厂成为未来钢铁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新一代钢
厂充分体现三大功能：钢铁产品制造功能、能源转换功能、社会部分大宗废弃物
处理、消纳功能。由于新一代钢厂在资源、环境友好等方面比传统钢厂有重大进
步，也被称作第三代钢厂。
新一代钢厂注重生态化水平，体现钢厂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特点，反映钢
铁企业活动对环境、资源等的影响，具体包括吨钢新水消耗和天然矿物消耗指标，
对大气、水、全球变化等的影响，包括吨钢粉尘、SO2、CO2、NOx、废水、COD
排放量指标。
可以相信，随着“十二五”节能减排计划的实施，一个科技创新、效率高效、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钢铁工业生产体系将更趋于完善。（摘自：中国产业经济
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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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钢市：预期向好 冷静对待】
今年的钢市注定不平凡，从七月“淡季不淡”开始，一直到八月份的震荡运
行，每一个影响钢市走向的因素都牵动这商家脆弱的心。传统的钢市旺季金九即
将来临，从近期钢价走势来看，由于近期经济整体放缓，下游行业持续低迷，现
钢价一直处于小幅震荡趋势，预计 8 月下旬整个钢材市场多以区间震荡为主，没
有太大的变数。
面对即将来临的金九行情，终端需求即将发力，商家均对九月的钢市持看涨
态度，但同时中国钢铁现货网市场分析称，由于受制于长期过紧的资金压力，下
游需求的释放程度及中间商之间的交易放量与否还充满了不确定性。
钢厂方面：近期各大钢材纷纷出台九月份钢价，多以上涨为主，宝钢、鞍钢
等大型钢厂也纷纷上调九月份钢材订货价格，对螺纹钢，板卷以及线材等上调幅
度较大，这表明钢厂对九月市场预期较好，挺涨心态占据主导地位。
从社会库存来看，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 8 月上旬钢产量数据，76 家重
点企业粗钢日均产量为 163.1 万吨，旬环比增长 1.24%。钢协据此估算，8 月上
旬全国生产粗钢日均产量 194.19 万吨，旬环比增长 0.35%。粗钢日产量一直处
于高位，从中也可以看出大家都在为金九银十做准备。
从下游需求来看，未来基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展开以及保障房后续项目
开工的带动，钢市可能维持震荡上行走势。加之九月是传统的需求旺季，家电、
五金、房地产、制造业等下游产业需求释放，钢市有望上涨。
从房地产销售情况来看，1-7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同比增长 13.6%，增速继续
提高，但七月单月商品房销售面积 7618 平方米，降至全国最低，八月份有所回
升。从去年九月份销售情况来看，重点房企业绩纷纷创出新高，销售额明显提升。
对比去年，预计九月房地产也将期待着销售旺季的到来。
从全球经济方面来看，欧债危机持续，经济数据甚忧，美股重挫，这因素都
令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若美国 QE3 一旦推出，短期内可能会推高铁
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推高国内钢价。
综上所述，九月钢市或将上行，但上涨空间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央票利率
的再度上行，加息预期再起，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商家心态，若再次加息，
企业融资难度增大，资金成本增加，下游需求的释放程度将不得不令市场担忧。
对九月钢市走向商家应多谨慎、冷静看待，静观其变。（摘自：欧浦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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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钢市的“金九银十”到来带动钢价上涨】
近日国内钢材现货市场继续上行，多数商家操作以上调为主。随着金九银十
传统销售旺季来临，在强劲的需求拉动、库存地位、原材料的支撑下，预计国内
钢价走势即将进入新的上涨通道。
需求拉动
“金九银十”行业旺季的到来，无疑会拉动国内钢市需求。今年前 7 个月，
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开工建设 721.8 万套，开工率 72%（不
含西藏自治区）。保障房建设最大障碍资金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按照央行和银监
会的政策，下半年货币政策定向宽松，对于保障房给予政策倾斜。此举将有效解
决保障房建设的资金问题。后期随着已开工的保障房进入正常施工阶段，9、10
月份又正值施工旺季，下游需求对于钢材价格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此外，下半年，基建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展开也将进一步拉动建材需求。
同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带动钢铁下游行业中的工程机械需求的增
长，从而会带动相关钢材品种的需求。按照历年来的规律，九十月份是汽车、
家电等产品的制造高峰期，家电、汽车等下游用钢行业必然在 8 月下旬加大采
购相应钢材备货，板材需求当呈增长趋势，对后市钢价走势无疑是一大利好。
库存低位
库存方面，各种产品表现不一，热轧板和中板库存稍有增加，线材库存继
续下降，又下降了 2.89%，冷轧板库存较上周大幅下降 1.61%，下降幅度创 11
个月新高。目前各产品库存都处在年内低位。笔者认为，受 7 月粗钢产量回落
及下游需求增加的影响，库存将会进一步减少，库存低位运行将支撑钢价上行。
据中国钢材网监测数据显示，国内主要城市建筑钢材总库存继续下降，其
中线材库存是连续第 23 周出现下降。库存量总体保持低位，资源规格短缺的现
象时有出现，对钢价支撑作用较强。
原材料高企
目前铁矿石季度定价机制是按照协议期前 4 个月中头 3 个月的普氏指数均
价为依据，而普氏指数是以青岛港现货价格为基础，如果 8 月份铁矿石价格不
出现大幅下跌，四季度协议矿价格仍然保持高位。从目前走势来看，进口印度
铁矿石到港价格依然保持在 185 美元/吨的高位，8 月已经过半，进口铁矿石价
格出现大幅下降的可能性极小。预计四季度进口铁矿石协议价格环比小幅增长
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可见，原料价格对于钢价的支撑作用较强。
与此同时，由于近期美国债务问题的加剧，未来美联储的政策走向成为了
近期市场关注焦点。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一旦推出，短期内可能会推
高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也会推高国内钢价。
钢厂上调出厂价
据中国钢材网了解，在目前坚挺的原料价格支撑下，共有 27 家钢厂发布调
价信息，上涨为绝对多数。其中钢材市场“风向标”的宝钢于 8 月 12 日上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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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板材出厂价格，涨幅在 60-200 元/吨不等。涨幅虽不大，但这是今年 5 月
份以来，宝钢首次对板材出厂价格进行全面上调。钢厂的持续调价使得多地市
场倒挂现象难有缓解，故大部分商家在成本推动下，继续上调资源报价，市场
低价资源明显减少。
综上所述，尽管下半年全球经济环境仍然不太乐观，但国内有望短期改善，
央行最近确定，短期内国内资金紧缩政策会有所放松，市场资金投放量有望增
加。再加上宝钢等国内主流钢厂看涨后市，钢市商家拉涨心态或将更为积极，
预计后期国内钢价走势进入新的上涨通道即将开启，短期或将还有小幅震荡的
可能。（摘自：钢材信息联盟）

【近期中国钢材需求将会发生哪些变化？】
7 月份我国 CPI 再创新高，出乎市场预期，没有出现大多数市场机构预测的
回落局面，而是同比上涨达 6.5%，环比上涨 0.1%；7 月份的制造业 PMI 指数
继续回落，已接近临界值。在国内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制造业增速放缓的局面下，
未来一段时间钢材需求将会有哪些变化？
一、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钢市上下游企业处于两难境地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 0.5%，同比上涨 6.5%，这已经
是 CPI 连续 37 个月创新高。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4.8%，影响价格总水平
上涨约 4.38 个百分点。后期需要关注的是食品价格增长的驱动因素有可能发生
切换，前期价格受到抑制的产品（如食用油）价格出现补涨的可能性。
7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月上涨 0.1%，比去年同月上涨 11.0%，
其中燃料动力类价格较上月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12.6%；黑色金属
材料类购进价格与上月持平，同比上涨 10.2%。
CPI 的持续高位将使得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最终推高制造成本。预计
8 月份 CPI 将会回落至 6.2%左右，未来一段时间国内通胀压力仍然较大。钢铁
行业仍将保持高成本运行态势。数据显示，7 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石 5455 万吨，
均价为 173.2 美元/吨，较 4 月份的 159.2 美元/吨上涨 8.8%。与此同时，铁矿
石现货价格高位盘整，天津港 63.5%印度粉矿在 1300-1350 元/吨之间浮动。同
期，兰格钢铁生铁成本指数为 148.3 点，较 6 月份下降 3.7 点，降幅为 2.4%。
7 月份四周的成本指数在 147.5-149.5 之间上下波动，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过程，
但整体仍维持高位。
这种高成本的运行状态对于钢铁行业的影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支撑钢价上行。
7 月末，兰格钢铁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 193.9 点，较 6 月末上升 3.3 点；较
上年同期上涨 31.5 点，涨幅为 19.4%。其中：7 月末长材价格指数为 222.2 点，
较上月末上涨 4.9 点；板材价格指数为 159.7 点，较上月末上涨 0.8 点。
二是将会进一步压缩钢企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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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钢铁生产企业来说，钢铁生产企业将会面临由通货膨胀引起各生产要素
价格上涨带来的生产成本压力，进一步压缩钢企的生产利润空间。进而一部分增
加的生产成本将通过提高出厂价，转嫁给钢铁贸易流通环节，压缩钢贸商的利润
空间。
三是将会使钢贸商面临资金问题。
一方面，由于出厂价格的提高，同样的订货量，钢贸商需要的资金量增加。
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家持续收紧流动性的情况下，一部分钢贸企业将不得不
面临资金的紧缺。全国 20 多万家钢贸企业中大部分都为中小型企业，这些中小
企业在资金面不断收紧的情况下，将首先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许多钢贸商不得
不借助民间资本，高利贷、加入商会联保贷款、利用“杠杆效应”进入钢材期货
市场套期保值等做法，使企业面临着较高的风险和融资成本。
二、制造业增速趋缓 板材需求受影响
7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7%，环比仅回落 0.2 个百分
点，显示出整体经济发展态势趋稳。钢铁行业的下游需求仍不容乐观，金属制品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低于 50%，表明下游需求弱势。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高于 50%，显示出钢铁生产行业本身运行状况良好，说明供求存在不平衡。
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0%，比 6 月份回落 1.1 个百分点。
1-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3%。国家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工
业产业了一定的影响，部分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使得汽车、
通用设备制造设备、部分专用设备等相关用钢产品的产量增速放缓。将主要影响
板材、型材等钢材产品的需求。
表 1：7 月份装备制造业主要产品产量
单位

产量
本月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金属冶炼设备

比去年同期增长 %

累计
8.4

本月

累计

50.6

23.5

23.1

吨

40673.6 299984.9

-23.1

-3.5

水泥专用设备

吨

70814.7 482745.9

-20

-34.5

包装专用设备

台

6122.2

35705.9

2.8

-4.5

大型拖拉机

台

2933

23077

16.1

24.3

中型拖拉机

台

22833

276567

13

22.8

小型拖拉机

万台

17.7

149.2

12.7

10.4

汽车

万辆

131.8

1085

-1.3

4

民用钢质船舶

万载重吨

861.7

4758.6

34.7

23.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7 月份，我国金属冶炼设备产量为 4.07 万吨，同比下降 23.1%；1-7 月金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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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设备产量为 30 万吨，累计同比下降 3.5%。
7 月份，水泥专用设备产量当月以及累计同比增长率均出现下降，分别较上
年同期下降 20%、34.5%。1-7 月包装专用设备累计同比增长率同比下降 4.5%。
7 月份，我国汽车产量为 131.8 万辆，同比下降 1.3%。1-7 月汽车累计产
量为 1085 万辆，同比增长 4%。

图 2：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7 月份，我国民用钢制船舶产量为 861.64 万综合吨，同比增长 34.77%；1-7
月我国民用钢制船舶累计产量为 4758.81 万综合吨，同比增长 23.24%。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 水利投资和保障房建设将带动下半年钢材需
求
1-7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5.4%，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31873 亿
元，同比增长 33.6%。预计未来将有所回升，其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下半年保障性住房建设及水利投资的加快推进，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
大亮点，也将是下半年带动钢材需求的主要动力。
保障房每平米约需使用 50 公斤钢筋，地基的钢筋用量约占总用量 50%。按
照套均 50 平米计算，1000 万套保障房开工前期需要使用的钢量约在 1250 万吨。
但 1000 万套保障房并非全部是新开工建设，还存在一定比例的已有房屋进行充
抵，因此实际的需求量应该接近 1000 万吨。
住建部要求所有保障房需要再 11 月之前全部开工，1-7 月份，全国城镇保
障性住房开工率 72%。因此下半年还将有将近 30%未开工的保障房开工，同时
开工的保障房中还有未完工的工程，这都将会在下半年成为推动钢材需求的主要
力量。
除保障房建设之外，水利工程建设投资也将是下半年钢材市场需求的一大亮
点。“十二五”期间每年全社会水利建设投资将达 4000 亿元；大幅度增加中央
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按
照 2010 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额总价款 2.7 万亿元这一水平计算，其中 1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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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每年将有 2700 亿元的地方政府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部分水利建设
工程一方面会拉动工程机械的需求，使钢材需求间接受益，另一方面就是水利建
设工程将直接拉动对管材、螺纹钢等建筑钢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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