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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近期热点】
钢铁业脱硫标准年内出台

2 月 15 日
“十二五”期间我国已明确要求，钢铁业
烧结烟气脱硫一直是钢铁业环境治理的重点，

实现全脱硫。尽管如此，由于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标准迟迟未定，推广脱硫装置仍面临重重
困难。对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人士透露，在经过多年征询意见后，今年年内将推出钢
“有法可依”。
铁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标准，钢铁企业在选择烧结脱硫技术上将
钢铁生产成本提高致行业亏损面扩大
2 月 17 日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发布 2011 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钢铁行业面
临严峻挑战，由于钢铁生产成本提高导致 2011 年行业亏损面扩大。与此同时，产品结构
档次低、产业组织结构分散、落后产能规模大等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行业发展的资源、环
境等制约因素逐步增强。
钢厂聚焦物流寻找新赢利点
2 月 21 日
2 月 18 日，马钢集团总经理苏鉴钢预计，2012 年钢铁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将继续，钢
厂将从过去的生产商向服务商转变，涉及物流、贸易、加工配送，要把产业链延伸到最终
用户。据悉，对于 2012 年的形势，持类似观点的不止马钢集团一家。河北钢铁集团、江苏
沙钢、山东钢铁集团等钢厂均表示出下一步将布局物流或转型发展。
武钢与华润合作拓展天然气业务

2 月 23 日
武钢总经理邓崎琳 22 日与华润董事长宋林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时为武钢华润
燃气(武汉)有限公司揭牌，未来将在湖北、云南、广西等地拓展天然气业务。据武钢总经理
邓崎琳介绍，武钢与华润同为世界 500 强企业，双方产业互补性强。当日成立的合资公司
按 50%的股比在汉组建，将以武汉市及周边地区和湖北鄂州地区为基础，拓展云南昆钢、
广西柳钢、广西防城港及北部湾地区天然气业务。
【宏观要闻】
1 月信贷、货币增量创近年新低

2 月 13 日

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7381 亿元，低于市
场此前预计的近万亿元金额，同时 1 月末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仅为 3.1%，远远低于往期
数据。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1 月份无论是信贷增量还是货币增量，均创出近年来新
低，这一现象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国企膨胀对中国经济长期前景极为不利
2 月 14 日
在西方经济忙于应对债务危机的当下，央企反市场和反结构调整的结网鲸吞的后遗
症巨大。
“国进民退”浪潮近年不断涌动，这从各地乐此不疲的央地对接现象就可见一斑。
近日，多家媒体报告了央企入皖投资 1.8 万亿元的消息。截至 2011 年底，88 家中央企业
累计与安徽签约项目 714 个，总投资 18407.59 亿元，已有 398 个开工建设，投资规模为
10060.89 亿元，其中已有 79 个项目竣工投产，累计实现新增就业人员 104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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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要求银行新一轮摸底 平台贷再掀清理风暴

2 月 15 日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高峰期来临。14 日，近日获悉，银监会近期已对各家银行下发
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台账统计调查表》审查附表，与平时每季度统计上报内容不同
的是，此份附表中新增了征信数据、评估数据及监控数据三个项目，对 2011 年地方融资
平台贷款的情况进行新一轮摸底，要求银行 3 月份内上报最新统计内容。
“要求增加这几
类统计内容，是为了完善存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整改细则。”银监会知情人士表
示。
中国政府采购规模将首超万亿 加强监督是关键环节
2 月 16 日

一位业内专家认为，今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或将超 1 万亿元，随着政府采购规模的逐
年提高，应更加注重发挥政府采购在支持节能减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功
能，增强政府采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也需要在监管环节加强力
度。
商务部：1 月进出口现罕见“双降”
2 月 17 日
16 日，
从商务部获悉，今年 1 月份我国进口、出口贸易额出现罕见的“双降”局面。1 月

份，我国出口额为 1499.4 亿美元，下降 0.5%；进口 1226.6 亿美元，下降 15.3%。对于“双
降”情况，商务部负责人表示，这显现出了我国外贸的形势严峻，近期商务部将出台系列
措施推动外贸发展。
工业节能“十二五”规划即将颁布
2 月 20 日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杨铁生日前表示，工信部编制的《工业节能“十二五”
规划》近期已经印发，不久将对外公布，规划将重点推进电力、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石油
石化、化工、建材、造纸、纺织、印染、食品加工等行业节能减排。

【天津要闻】
滨海新区经济运行良好 今年实现首月“开门红”
2 月 13 日
12 日，从新区获悉，新年伊始，滨海新区经济运行良好，实现首月“开门红”。据介绍，1
月份，预计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050 亿元，增长 15%。地方财政收入 89 亿元，一般
预算收入 79 亿元，均增长 31%。固定资产投资 98 亿元，日均投资量同比增长 20%。另据

来自新区商务委的最新数据信息，1 月份，新区内联引资实际到位和实际使用外资增幅
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顺利实现招商引资首月开门红。
天津子牙循环产业园投资 19.09 亿建设国家示范区

2 月 14 日
从天津子牙环保产业园管委会获悉，今年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将实施“12346”战
略，全年计划投入各类建设资金 19.09 亿元，坚持工业区、农业区、科研服务居住区“三区
联动”，建设循环、生态、便捷和宜居的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天铁开拓异型钢材市场 2011 年电梯导轨钢产量 3.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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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天铁轧二公司中型分厂电梯导轨钢产销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全年共计生
产电梯导轨钢 3.8 万吨，产量约是 2010 年的三倍多，全年销售电梯导轨钢近 3.1 万吨，销
量约是 2010 年的 2.4 倍，销售收入 1.52 亿元。
天津滨海新区汉沽将投 3500 万元

2 月 20 日

18 日从汉沽科技局获悉，2012 年，天津滨海新区汉沽将采取多项措施大力发展科技
型中小企业，全年确保新认定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 家，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
资金投入不少于 3500 万元。

天津首家货币经纪公司落户和平
2 月 22 日
从和平区获悉，天津信唐货币经纪有限公司近日完成注册，正式落户和平区。这是经
中国银监会批准的中国第五家货币经纪公司，也是在津落户的首家货币经纪公司。该公

司 3 月将正式在津汇广场开业。天津信唐货币经纪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通过电子技术从
事银行及金融机构间的外汇买卖交易、短期资金拆借、债券买卖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
经纪业务,属于创新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天津提高低保标准院城市 520 元农村 320 元 4 月起实行
2 月 24 日
根据市民政局下发的《关于调整社会救助范围和标准的通知》，从今年 4 月 1 日起调

整社会救助范围和标准。其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 480 元调整为
520 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 280 元调整为 320 元。市民政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调整标准将惠及全市近 30 万困难群众，调整后的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均
居全国前列。

【行业动态】
宝钢精密钢管厂首月生产经营开局良好
2 月 13 日
据宝钢官方网站消息，一月份，宝钢钢管条钢事业部精密钢管厂通过优化品种结构、
把握生产节奏、加强成本控制等措施，有效消除了各种不利因素，生产经营开局良好，尤
其是通过控制发货环节和销售结构，使钢管产品销售单价和利润创下近几年来最好的成
绩。
武钢股份成为标致雪铁龙集团全球供应商
2 月 14 日
武钢股份公司成为标致雪铁龙集团网上注册供应商，初步具备向 PSA 全球工厂供货

的资格。PSA 是法国汽车制造商，旗下拥有标致和雪铁龙两大汽车品牌，位列全球 500 强
企业前 100 位。2011 年初，武钢首次向海外市场批量出口汽车用钢，用于法国标致雪铁
龙集团西班牙工厂商用车的生产制造。
马钢成功开发出高品质薄规格 M35W440 电工钢

2 月 15 日

日前，
从马钢股份公司技术中心(新产品开发中心)获悉，经过研发单位和生产厂共同
努力，马钢在一钢轧总厂硅钢线首批轧制的牌号为 M35W440 薄规格电工钢产品，经检
测，铁损、磁感、叠装系数和涂层附着力等四项指标，均达到市场同类产品性能水平，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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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马钢薄规格无取向电工钢开发技术再上新台阶。
现代钢铁去年四季度厚板价格跌幅较大
2 月 16 日
现代钢铁去年四季度厚板跌幅较大。四季度热轧内销价格是 86.4 万韩元/吨，环比下
降 1.63 万韩元/吨，厚板 101.7 万韩元/吨，下降了 6.1 万韩元/吨。出口价格也是如此，热轧

出口价格是 80.9 万韩元/吨，下降了 2.3 万韩元/吨，厚板价格是 100.3 万韩元/吨，下降了
4 万韩元/吨。
中国铁矿石交易平台遇无矿尴尬
2 月 21 日
启动刚刚满月的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正遭遇无国际大矿加入的尴尬。尽管在成
立之初就向三大矿发出邀请,但据悉中方最新一轮的推介和谈判上,必和必拓已经缺席。
业内分析称与澳洲矿山相比,淡水河谷更有动力加入上述现货交易平台。
安阳市力争打造千亿级精品钢基地
2 月 23 日
近日，河南省安阳市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印发“十二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的通

知。钢铁行业方面，安阳市要以打造千亿级精品钢基地为目标，到 2015 年力争全市钢铁
产业总规模达到全省的三分之二，销售收入达到 1500 亿元。
【钢市综述】
钢材市场
近日国内钢材市场价格在经历了两周的盘整下行走，终于迎来了久违的上涨行情，各
地建筑钢材、板材价格出现普涨行情，其中前两周价格跌幅较大的建筑钢材产品反弹幅
度较大，板材价格反弹势头相对温和。截至 2 月 24 日，综合价格指数达到 166.4 点；长材

价格指数达到 186.5 点；板材价格指数达到 142.3 点。近日国内大部发地区库存仍有增
长，说明需求仍未完全放开，各地价格持续上涨动力不足。

据市场监测显示，截至 2 月 24 日，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25mm 二级螺纹钢均价为

4200 元，比上月同期跌 26 元。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25mm 三级螺纹钢均价为 4297 元，
比上月同期跌 55 元。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6.5mm 高线均价为 4192 元，比上月同期跌 68
元。

据市场监测显示，截至 2 月 24 日，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5.5mm 热轧卷板平均价格为

4249 元，比上月同期涨 26 元。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1.0mm 冷轧板卷平均价格为 5214 元，
比上月同期涨 3 元。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20mm 中板价格为 4266 元，比上月同期涨 89
元。

炉料市场
近日国内炉料市场涨跌不一，国内钢坯市场出现明显拉涨行情，钢材市场上涨态势的

形成，对钢坯市场形成一定推涨作用。钢坯市场价格上涨 30-60 元不等，铁矿石市场小幅
震荡，焦炭市场弱势下行，废钢市场止跌回稳，国内生铁市场弱势维稳，国内铁合金市场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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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种走势不一。央行于 2 月 18 日宣布，近日末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的消

息后，货币政策的微调，使得部分钢坯厂、商的信心提振，从而拉涨市场价格，但其他炉料
品种市场仍未有所好转，铁矿石及焦炭市场更是出现下滑行情，在政策性措施不明朗的
情况下，钢材市场运行方向仍显“迷离”，在整体库存压力尚存的情况下，资金流动性受
阻，由此钢铁企业仍将压制生产原料等库存水平。后期炉料市场将维持盘整行情，观望气
氛偏弄。具体情况如下：
钢坯：近日国内钢坯市场出现试探性拉涨行情。唐山等地区钢坯市场价格持续上涨，
下游采购有所增加。但碍于钢坯社会库存量相对充裕，坯料厂商担心价格上涨过快，影响
下游采购，为此钢坯价格拉涨幅度较为缓和。目前，唐山地区普碳 150 方坯主流市场现款
含税价为 3680 元，普碳 165 矩形坯现款含税价为 3710 元，低合金 150 方坯现款含税价
为 3800 元，均比上周上涨 60 元。
铁矿石：近日国内铁矿石市场小幅震荡，部分地区价格小幅下滑。由于钢厂对铁精粉

采购价格连续下滑，使国内选矿厂商“苦不堪言”，但在生产成本支撑和选矿厂商挺价意
愿的支撑下，国产矿维持了盘整的状态。近期，铁矿石市场处于涨跌两难的境地，但市场
活跃度在逐步提升，预计部分地区市场或出现小幅反弹行情，但市场出现整体性的上涨

还需时日。目前，唐山地区 66%酸粉湿基不含税主流市场价格在 910-930 元，下跌 10-20
元。武安地区 65-66%酸粉湿基不含税市场价格在 940-960 元。北票地区 65-66%酸粉湿
基不含税市场价格在 790-810 元。

焦炭：近日国内焦炭市场弱势下行。多数钢厂由于出货不佳，陆续要求下调焦炭采购
价格，但部分焦化厂已处于成本倒挂态势，对于钢厂提出的调价诉求不予接受，双方经过
进一步协商，华东、华北地区部分焦化企业陆续下调焦炭价格，调幅在 30-50 元。焦炭价

格普遍下调，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钢市不佳，钢材部分品种下跌严重，钢厂一月份普遍亏
损，虽近期有所好转，但短期内难有大的好转。第二，煤炭、进口煤价价格小幅下行。第三，
钢厂有意降低焦炭库存，对焦炭采购不积极，导致焦炭库存增多。综合来看，焦炭市场依
然不容乐观，近期难有利好因素支撑，焦炭市场低迷态势难改，
“谨慎观望”仍是焦炭市
场的主旋律。目前，山西临汾二级冶金焦出厂含税 1700-1750 元，下调 40 元；河北地区二

级焦炭含税到厂价在 1850-1940 元；山东地区二级焦炭含税到厂价在 1910-1950 元，其
中山东潍坊二级冶金焦跌 30 元，现承兑出厂含税 1850 元。
废钢：近日废钢市场止跌回稳。周前期废钢市场还延续上周下跌走势运行，周后期受
积极的财政政策出台影响，期货股市等金融市场开始向好运行，成品钢材市场震荡向好
运行，同时废钢市场也止跌回稳。目前华东华中地区钢厂库存处正常水平，北方及东北地
区钢厂收货仍较困难。废钢市场需求少量放量，商家心态好转，操作较前期积极不少，资
源成交量增加。不过部分钢厂为控制成本，对废钢的采购价格政策依旧是下调，日上货量
小幅提升。在成品材市场涨跌不稳的影响下，预计近期废钢市场将以稳为主，观望后市。
目前，江阴地区重废市场价格在 3250 元；唐山地区重废市场价格在 2790 元；均比上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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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50 元。

生铁：近日国内生铁市场弱势维稳。自节前，铁厂资源库存均呈爆棚态势，节后钢厂、
铸造单位采购需求提升乏力，销售压力更是有增无减。而上游原料矿石价格弱势走低，焦
炭市场成交清淡，成品钢材市场价格也起伏不稳，在此情况下，生铁市场心态悲观。目前
炼钢生铁市场，成交状况不佳。铸造生铁需求状况继续恶化，部分地区终端企业生铁采购
明显放缓，预计近期需求状况难以回暖，国内生铁市场将维稳运行，观望后市。唐山地区
炼钢生铁(L10)主流价格在 3230 元左右。淄博地区炼钢生铁主流报价在 3370 元左右，铸
造生铁(Z18)主流价格在 3850 元左右，均与上周持平。

铁合金：近日国内铁合金市场各品种走势不一，市场行情各有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普通合金方面，硅锰市场近日仍处于弱势阶段，钢厂招标陆续开始，但是招标价格不甚理
想，大部分厂商看淡 3 月份钢厂硅锰招标；硅铁市场持续疲软运行，部分地区报价混乱，
成交情况不佳，厂商对后期普遍看淡，信心将至低点。特种合金方面，铬系合金市场活跃
度略有上升，询盘量小幅增多，成交情况有所好转，市场看好 3 月份市场；钼系合金近日
市场报价小幅上扬，询盘和成交量有所回升，市场信心明显提高；钒铁市场近日持稳，部
分钢厂开始采购，价格较上月相比波动不大，后期或将持续呈现盘整状态；钨系合金市场

小幅走低，实际成交情况有所下滑，议价空间有所拉大，市场观望氛围增浓。截至 2 月 24
日，钨铁市场主流报价 22.0-22.2 万元，钨精矿主流报价 13.4-13.5 万元；钼铁 FeMo60 为
127000-130000 元/吨，钼精矿 45%为 1800-1810 元/吨度，原生氧化钼>51%的 1860-1890
元/吨度。

钢厂动态
华菱集团做强主业 拓宽上下游合作关系；
余热能源再利用成鞍钢节能增效“新利器”；
安钢与河南电力、安阳供电公司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昆钢股份公司荣获“2011 年度昆明市市长质量奖”；
包钢集团、包钢稀土与中国银行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邯钢与鑫源泰钢管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舞钢板中标我国第一高楼----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大厦；
柳钢 4 号高炉工程 4 号热风炉封顶；
威钢钒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安装工程进展顺利；
酒钢集团公司将建设设备管理信息化系统；

攀钢西昌冷轧退火炉设备成套及安装工程合同签订；
舞钢公司高端产品强力挺进海外市场；
马钢后备矿山建设 2012 年陆续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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