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钢协快讯
《钢协快讯·每日电子版》选编十日合订本
天津市钢铁工业协会主办（试刊）
2012.14 期·总第 51 期（07 月 30 日 -08 月 10 日）

2012 年 08 月 14 日出版

本期目录
【近期热点】
工信部酝酿退税救市 钢铁企业望迎良机
粗钢或现 31 年来首次负增长
钢铁业面临中长期调整
中国钢企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宏观要闻】

2
2
2
2

尚福林：银监会支持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建设
银监会：严防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传染
二季度资本金融逆差 714 亿美元 外汇局回应
央行报告预测下一阶段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CPI 或进入 1 时代 降存准率时机逼近
7 月经济数据今公布 CPI 涨幅或两年半来首次跌破 2%

2
2
3
3
3
3

天津上半年工业总产值 11436.71 亿元 居全国前列
天津滨海新区已吸引 194 家总部企业 年底将超过 220 家
天津市武清区建新能源汽车生产和出口基地
天津钢协赴静海县会员单位调研
天津滨海高新区成“新三板”首批扩容试点
201 家外资企业落户半年揽金近 80 亿美元

3
4
4
4
4
4

邯钢冷轧汽车板打入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宝钢五米厚板产线成功突破设备极限
美国薄板价格继续上涨
武钢冷轧三分厂成功调试生产深冲合金化板
沙钢钢铁研究院成功研制大线能量焊接船板
东亚废钢进口市场继续回升

4
4
4
5
5
5

钢材市场
炉料市场
钢厂动态
2012 年 1 月至今重点城市螺纹钢及热卷日价格走势图

5
6
7
8

【天津要闻】

【行业动态】

【钢市综述】

《钢协快讯·每日电子版》选编十日合订本 2012.14 期

天津市钢铁工业协会

揖近期热点】
工信部酝酿退税救市 钢铁企业望迎良机
7 月 31 日
对于深陷亏损泥潭的钢铁行业，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相应的行业政策进行扶持。接近工
信部的人士透露，为了帮助钢铁企业脱困，近期工信部正在酝酿“以产顶进”政策的恢复
实行，并已开始大力推动各大钢厂加速从生产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型。据悉，工信部正在酝
酿对钢铁行业重新开始实施“以产顶进”政策的方案，品种暂以硅钢和船舶用钢为主。同
时，有关部门还酝酿增列钢制易拉罐税目，细化工具钢、石油管、涂镀板等钢铁产品税目。
该政策下，经过批准的钢铁企业，以不含税价格销售给加工出口企业用于加工生产出口
产品的“加工出口专用钢材”，实行全额退（或免抵）17%增值税。用于出口的高端产品也
有望获得更有针对性的财税支持。

粗钢或现 31 年来首次负增长
8月1日
不能否认，今年下半年，粗钢产量在淡季、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下可能出现的下滑。8
月 6 日，据外媒报道，意达钢材信息资深分析师发表报告称，中国今年的粗钢产量可能将
出现 31 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下半年的粗钢产量显著下滑已成定局。”不过，钢铁行业
分析师表示，不管中国粗钢产量如何变化，市场仍不能忽视“产能严重过剩”这个事实的
存在。而这才是影响中国钢铁行业走势的最重要因素。
钢铁业面临中长期调整
8月3日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我国钢铁业的盈利状况却令人担忧。今年上半年，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仅实现利润 23.85 亿元，同比下降了 95.81%。如果扣除投资收益后，
钢铁主业处于亏损状态。钢铁业要做好中长期调整的准备。
“十二五”中后期有望随着经
济而好转。未来应该加大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钢铁业的优胜劣汰不可避免，必须淘汰落
后产能，控制产量。
中国钢企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8月6日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亦显示，2011 年上半年，中钢协会员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
“由去年同期的 3.06%降到了 0.13%”。同时，上半年，中钢协 74 家会员钢铁企业累计实
现利润仅 23.85 亿元，
同比大减超过 90%以上，其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为 142.48 亿元，
亏损面 33.75%。中钢协建议企业“积极开拓高附加值钢材国际市场”，加强从铁矿石供应
开始的钢铁产业链建设，并抓住有利时机，积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等，促进钢铁工业结构
优化、转型升级这三方面着手。
【宏观要闻】
尚福林：银监会支持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建设

7 月 31 日

7 月 29 日，中国银监会召开了 2012 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议和 2012
年年中监管工作会议。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尚福林在会议上指出，下半年银监会要支持
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建设，优先办理居民家庭首套真实自住购房按揭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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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院严防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传染

8月1日

日前，银监会分别召开 2012 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议和 2012 年年中监
管工作会议。会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明确强调，下半年银监会将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风险
防范，其中包括严防银行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银监会将强化案件处置后续跟踪，严
禁银行及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同时，将注重建立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与银行业之间
的防火墙，严防风险向银行体系传染。”
二季度资本金融逆差 714 亿美元 外汇局回应
8月2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的 2012 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

据显示，2012 年第二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含净误差与遗漏)714 亿美元。其中，
直接投资净流入 386 亿美元；上半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累计逆差 203 亿美元，显
示资本出现外流。

央行报告预测下一阶段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8月3日
央行昨日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一阶段继续实施稳健的货
币政策，密切监测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关注需求变化，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
对性和灵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效解决信贷资
金供求结构性矛盾，切实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稳定适中
的货币金融环境。
CPI 或进入 1 时代 降存准率时机逼近
8月8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显示，本周四包括 CPI、PPI 等在内的 7 月经济运行数据
将集中出炉。业内人士指出，在物价整体平稳运行的背景下，受翘尾因素影响，7 月 CPI
同比涨幅或将进入“1”时代，同时，PPI 降幅或继续收窄，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渐明。
7 月经济数据今公布 CPI 涨幅或两年半来首次跌破 2%
8月9日
今日，国家统计局将发布 7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除备受关注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以外，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销售情况的相关数据也
将同期发布。此前，机构普遍预测 7 月 CPI 同比增幅将继 6 月跌破 3%之后，继续下行并
跌入 2%以内；同时，这也将是两年半来首次跌至 2%以下。

【天津要闻】
天津上半年工业总产值 11436.71 亿元 居全国前列
7 月 31 日
从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获悉，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7%，
增速居全国前列，完成工业总产值 11436.71 亿元，同比增长 18%，净增产值 1744 亿元。
上半年，全市八大优势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0372.76 亿元，同比增长 18.9%，占全市工业
比重 90.7%，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 94.5%。另外，区县工业、滨海新区对全市工业的拉动
作用也很明显，今年上半年，区县工业完成总产值 3520.29 亿元，同比增长 21.58%，占全
市工业比重 30.78%，拉动全市工业增长 6.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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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已吸引 194 家总部企业 年底将超过 220 家
8月2日
天津滨海新区日前发布 2012 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截止今年 6 月底，滨海新区今年吸
引总部企业 30 余家，累计吸引总部企业 194 家，在谈企业 60 家，预计年底前签约运营国
内外超大型企业分支机构、中国北方职能总部、研发运营中心等将超过 220 余家，涉及机
械制造、石油化工、新能源开发、电子信息等新区八大支柱产业。
天津市武清区建新能源汽车生产和出口基地
8月3日
从武清区获悉，天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武清海关举行，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年生产 1 万辆新能源汽车的目标。据介绍，该项目落户在武清区汽车零部
件产业园，将建设国内一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努力实现年生产 1 万辆
新能源汽车的目标。
天津钢协赴静海县会员单位调研

8月6日

8 月 3 日，天津钢协相关工作人员在秘书长王婷带领下赴静海县会员单位调研。调
研人员与静海县工经委以及大邱庄镇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了静海县
工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和企业面临的困难，并就冶金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强为会员单位服务
进行了探讨交流。座谈交流后调研人员还深入相关企业参观考察。
天津滨海高新区成野新三板冶首批扩容试点
8月6日
中国证监会日前宣布，
“新三板”首批扩大试点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按照总体规划中
分步推进、稳步推进的原则，首批扩容试点除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外，新增了天津滨海高新
区、上海张江高新产业开发区和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 家外资企业落户半年揽金近 80 亿美元
8月7日
今年上半年，天津滨海新区新批外商投资企业共计 201 家，合同外资 79.27 亿美元。
与去年以制造业为主的外商投资相比，今年新区吸引落户的外企主要以高科技企业、创
业企业、低碳企业和融资企业等为主，呈现出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的发展趋势。

【行业动态】
邯钢冷轧汽车板打入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7 月 31 日
河北钢铁集团销售总公司邯钢分公司进一步加大汽车板市场开发力度，积极满足汽
车板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日前，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先后于 6 月、7 月在邯宝 2180
产线订购牌号为 DC03、DC04 的冷轧板 1020 吨，用于成功汽车的汽车车身及零部件的生

产，反映情况良好。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是山西成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主要产品有：0.8L-1.5L 排量 6400 型微型面包车、单双排微型卡车、6401 型微型
SUV 等，年生产 30 万辆微型车。
宝钢五米厚板产线成功突破设备极限
8月1日
五米厚板产线突破设备宽度极限，顺利轧制出压力容器用超宽封头钢。据悉，压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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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超宽封头钢轧态最大宽度达到 4957 毫米，是宝钢股份五米产线投产以来宽度最大
的品种。由于技术要求高，该产品在国内仅有宝钢具备批量稳定生产能力，目前已经向用
户批量、稳定供货。
美国薄板价格继续上涨

8月3日
随着 AK 钢公司第二轮薄板提价、加上废钢价格反弹，本周美国薄板价格继续上涨。
现美国市场热卷和冷卷出厂价分别为 615-630 美元/短吨和 715-730 美元/短吨，周环比
上涨 10 美元/短吨。上周五，美国 AK 钢公司宣布将所有普碳扁平材现货价格上调 40 美
元/短吨，立即生效。另市场参与者称，本周初美国东北部碎废钢价格可能已上涨 40 美元/
长吨。
武钢冷轧三分厂成功调试生产深冲合金化板

8月6日
近日，武钢冷轧总厂三分厂镀锌机组成功调试生产合金化板，共计 160 吨，其中生产
深冲合金化板 57.41 吨，表面及性能合格率达到 100%。三冷轧深冲合金化板的成功调试
生产，标志着三冷轧镀锌机组初步具备了接订合金化汽车内板的能力。据悉，合金化板主
要用于高端汽车表面覆盖件，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及冲压加工性能。由于合金化板生产
工艺复杂，
设备精度要求较高，国内目前能够稳定批量供货的仅有宝钢及武钢二冷轧，其
附加值高，
市场前景巨大。
沙钢钢铁研究院成功研制大线能量焊接船板
8月7日
日前，从沙钢钢铁研究院传来喜讯，由焊接研究室负责的大线能量焊接船板项目取

得突破性进展，通过采用焊接线能量 150-400kJ/cm 的气电立焊方法单道次完成 2040mm 厚钢板的焊接。本次送检的厚度规格 20-400mm 试制钢板是国内首家通过该船厂
焊接性能测试的钢板，标志着我公司在大线能量焊接钢板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并打破
日本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
东亚废钢进口市场继续回升
8月8日
随着日本及美国废钢国内及出口市场触底反弹，东亚废钢进口市场继续上涨。目前，

美国废钢供应商对东亚的散装废钢出口报价维持在高水平，1 号重废报 410-420 美元/吨
(CFR)，而由于国内钢材需求低迷，韩国钢厂试图以 400 美元/吨(CFR)或更低的价格采购。

韩国从俄罗斯的 A3 废钢进口价约为 390-395 美元/吨(CFR)，后期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
在中国台湾，散装碎废钢进口价在 412 美元/吨(CFR)，集装箱 1、2 号混合重废(80:20)进口
价在 385-390 美元/吨(CFR)。

【钢市综述】
钢材市场
近日国内钢材现货市场价格在国际资本市场、国内资本市场价格大幅下跌的冲击小
出现回落，但从各地、各品种价格回落幅度来看，均比较有限，总体市场价格走势是在有
成交、有抵抗性的下跌，可以说本周国内钢材现货市场扛过了国际、国内资本市场暴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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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狂风暴雨。价格水平相对较高的建筑钢材跌幅相对大些，但也只有 50 元(吨价，下同)
上下，总体价格水平偏低的板材价格跌幅更为有限。截至 8 月 10 日，综合价格指数达到
194.7 点；长材价格指数达到 223.8 点；板材价格指数达到 159.6 点。标准普尔评级公司
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冲击基本告一段落，临近周末，国际、国内资本
市场出现了超跌反弹的走势，总体资本市场信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而各地钢材现
货市场价格经过前期的调整后，也略现反弹迹象，总体市场秩序正恢复正常。本周末下周
初期，各地钢材现货价格将继续小幅反弹。

据市场监测显示，截至 8 月 10 日，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25mm 二级螺纹钢均价为

4968 元，比上月同期涨 50 元。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6.5mm 高线均价为 5035 元，比上月
同期涨 111 元。

据市场监测显示，截至 8 月 10 日，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5.5mm 热轧卷板平均价格为

4824 元，比上月同期涨 34 元。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20mm 中板价格为 4873 元，比上月同

期涨 32 元。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1.0mm 冷轧板卷平均价格为 5500 元，比上月同期涨 50
元。

炉料市场
近日国内炉料市场走势略显现混乱，部分品种价格涨跌不一，市场充斥着浓厚的观望
情绪。其中焦炭市场小幅攀升；生铁市场平稳盘整；铁矿石、废钢市场均小幅趋弱；钢坯市
场先抑后扬，尾盘部分地区价格小幅攀升。在金融市场重新回归涨势通道后，钢铁行业整
体走势格局向好。不过，欧美金融危机动荡影响暂时间内仍难以消除，钢铁行业走势也面
临较多的不确定性，近期钢市向好仍面临一定的压力，而炉料市场也难有较好表现，短期
内将谨慎平稳运行为主，后市具体走势需视大环境及钢市市场而定。具体情况如下：
钢坯：本周国内钢坯市场高位回调。受近期国际市场经济走势震荡影响，特别是标普
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后，全球股市进入了短暂的寒冬季节，同时期货、电子盘也大幅跳
水，主流城市钢材售价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而钢坯市场也未能独善其身，价格出现回
调。不过，临近周末期货、电子盘市场再次大幅上扬，对现货市场心态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建材、带钢等国内主要城市价格止跌回稳。同时，由于近日价格持续走低，下游及中间
商询货增多，唐山地区价格止跌回升，在唐山地区上涨的带动下，短期内其它区域钢坯价
格有望跟随小幅上扬。现唐山地区普碳 150*150 方坯主流市场现款含税价在 4430 元，普

碳 165*225 矩形坯主流市场现款含税价在 4450 元，低合金 150 方坯价格在 4550 元，较
上周同期跌 30 元。
铁矿石：本周铁矿石市场稳中趋弱，部分地区价格小幅回调。在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
荡的情况下，铁矿石市场运行趋缓，市场观望气氛较为浓厚。不过，随着期货价格反弹，一
些矿商重新看好后市，且钢厂采购量未明显减少，因而矿商近期不会轻易下调矿价。尽管
进口矿价格下跌，但跌幅甚少，不影响矿商看好后市。目前唐山地区 66%酸粉湿基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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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市场价格在 1100 元，比上周跌 10 元。建平地区 65-66%酸粉湿基不含税市场价格在
1020 元左右，比上周跌 10 元。

焦炭：本周国内焦炭市场小幅上涨。上周，以山东、山西、河北焦化厂为主的焦协商
议，上调焦炭价格 60 元。受此影响，焦炭市场整体活跃，山西、山东等地焦炭价格出现小
幅拉涨。焦化厂方面：焦化厂预期，8 月是钢厂囤货的时期，必定会加大采购力度，所以焦
化厂生产积极性高涨，并表示，目前出货正常，焦炭库存偏低。现山西、山东、河北等主导
城市二级冶金焦价格分别为：1830 元(吨价，下同)(车板价)，2000 元(到厂价)，1960 元(含
税出厂)。4 亿吨，同比增长 6.44%。据市场监测显示，截止于 7 月 6 日：现山西地区现二
级冶金焦 1480-1620 元；准一级冶金焦出厂含税价 1550 元；河北邯郸地区二级冶金焦
1530-1560 元；淮北地区二级冶金焦出厂含税价 1550 元；上海地区二级冶金焦出厂含
税价 1730 元；淄博地区二级冶金焦出厂含税价 1500 元。
废钢：
本周废钢市场整体小幅下挫。近前金融市场连续下挫，现货市场行情趋弱，受
此影响废钢市场行情转弱。近期尽管废钢市场资源供应趋紧，但难以抵挡整体行业链的
弱势，钢厂对废钢的采购政策整体进入观望期，目前废钢贸易商出货积极性略显加强，各
家库存出现下降态势，市场心态谨慎看空。受限电影响部分中小型钢厂仍处于集中停产
状态，在钢厂复产前，个别钢厂仍有小幅下调采购报价的可能。目前整体钢铁行业均笼罩

在弱势的阴霾下，预计近期废钢市场行情趋弱运行。目前江阴地区重废市场价格在 3760

元；比上周下跌 30 元。唐山地区重废市场价格在 3360 元；比上周下跌 50 元。
生铁：本周生铁市场处盘整态势。周内，钢材市场趋弱运行，到周五才出现略微回转，
钢厂方面市场心态恢复有限，原材料采购政策依然偏紧，铁厂普遍出货不佳。由于市场缺
乏实际成交支撑，各主导地区生铁价格上涨动力不足，但部分厂家在实际出货时会根据
自身库存结构情况适当调整售价。预计后期生铁市场将渐归平稳。现唐山地区炼钢生铁
(L10)主流报价在 3700 元左右。淄博地区炼钢生铁主流报价在 3720 元左右。
钢厂动态
西安钢铁行业商会成立仪式举行；
钢材市场需求减少 金特钢铁利润下滑；

宝钢 5 亿元钢材加工中心项目落户广东三水；
晋钢集团“兴晋钢”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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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

北京

天津市钢铁工业协会

上海

天津

5000

4500

4000

3500

3000

12-8-10

12-8-10

上海

12-8-9

12-8-8

12-8-7

12-8-6

12-8-5

12-8-4

北京

12-8-9

元/吨

12-8-3

12-8-2

12-8-1

2500

天津

5000

4500

4000

3500

3000

12-8-8

12-8-7

12-8-6

12-8-5

12-8-4

12-8-3

12-8-2

12-8-1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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