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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近期热点】
深入推进节能减排 强化技术创新

8 月 13 日
8 月 9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钢铁企业设备管理工作会议在包钢召开。会上，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长富作重要讲话。他指出，面对“十二五”钢铁工业发展趋
势和目前严峻形势，钢铁企业要加快产业升级，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强化技术创新和技术
改造，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强钢铁产业链延伸和协同，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
合，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
宝钢连续第三个月下调出厂价

8 月 14 日

9 月是钢铁消费的传统旺季。不过，从宝钢股份 8 月 10 日出台的“碳钢板材 2012 年
9 月份国内期货销售价格调整的通知”来看，热轧、酸洗、普冷等品种 100 元/吨至 200 元/

吨的降幅可能预示了一个不会“旺”起来的秋季钢市。宝钢被称为钢铁行业价格风向标，
此次，已是其连续第三个月下调出厂价。此前的 7 月和 8 月，宝钢已大幅调低了冷轧、热
轧等产品价格，两类产品累积降幅达 400 元/吨。

国家将通过提高稀土行业门槛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8 月 15 日
中国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23%，承担了全球 90%的供应，稀土的过度开采，导
致了稀土产区的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为有效保护稀土资源和生态环境，推动稀土产
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国工信部最新发布了《稀土行业准入条件》。中国将通过提高稀土
行业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等措施，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印度将加大稀土生产填补中国“空白”

8 月 16 日
美国《华尔街日报》8 月 13 日报道称，在中国限制稀土产品出口之际，印度正着手开
展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 增强其稀土生产。报道认为，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恰好给印度
提供了机会，能让其填补中方限制稀土出口所留下的“空白”。
【宏观要闻】
7 月多项宏观数据出炉 经济底部徘徊
8 月 13 日
昨日，包括央行、海关总署等多个部门公布了 7 月份的宏观数据。央行昨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7 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 5401 亿元，创了 2011 年 9 月以来的 10 个月新
低，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分析认为这凸显出当前信贷需求不足、经济增速底部徘徊的现
实。
国资委预警央企停止纯规模扩张
8 月 14 日
“以扩大规模为目的的投资必须停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在日前召开的一次内部会
议上再次对目前央企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预警，同时提出企业应该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强化投资并购管理，
所有投资必须转向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商业模式的升级。而这背
后，正是市场需求下滑，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升，央企经营面临压力日益增加的现状。
外汇占款流动性盛宴谢幕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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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透露，
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可能成为央行今后投放基础
货币的一个重要渠道。绑在央行身上近十年的外汇占款“绳子”，近期终于出现松动迹象。
昨日，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7 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达 256575 亿
元，比 6 月末的 256613 亿元，减少 38 亿元。
银监会：
上半年商业银行净利润 6616 亿

8 月 20 日

银监会 8 月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上半年中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
6616 亿元。其中，二季度实现净利润 3356 亿元，较一季度增长 2.94%。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4564 亿元，较上年末新增 285 亿元，其中二季度新

增 182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0.9%，与一季度末持平；拨备覆盖率为 290.2%，较一季度末提
高 2.8 个百分点。
工信部：加快出台中小企业减负政策

8 月 21 日

8 月 20 日，工信部主办的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启动仪式正式举行。工信部
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要把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作为落实中央政策的重中之重，要进一步

加快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政策的出台。在当前工业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经
营困难的情况下，减负工作已经成为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举措。
国务院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
8 月 22 日
国务院日前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确保“十二五”期
间实现节约能源 6.7 亿吨标准煤等节能减排目标。《规划》要求到 2015 年，全国万元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 0.869 吨标准煤(按 2005 年价格计算)，比 2010 年的 1.034 吨标准煤
下降 16%(比 2005 年的 1.276 吨标准煤下降 32%)。

【天津要闻】
天津滨海新区总部企业迅速扩容 落户企业达到 229 家

8 月 13 日

从天津滨海新区发改委获悉，2012 年以来天津滨海新区总部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
势，已有 18 家总部落户，总部企业总数达到 229 家。据了解，天津滨海新区优越的地理位
置，完善的产业链和强大的技术支持，为国内外众多企业将总部或分支机构落户天津滨
海新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上半年天津市万元 GDP 能耗同比下降 4.98%
8 月 14 日
从天津市统计局获悉，2012 年上半年，天津市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节能
降耗成效显著：万元 GDP 能耗下降幅度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审核结果，2012 年上

半年天津市万元 GDP 能耗为 0.694 吨标准煤（等价值），同比下降 4.98%，为近两年来最
好水平。
天津钢铁协会召开野三员冶工作会议

8 月 20 日
8 月 17 日至 18 日，天津市钢铁工业协会联络员、信息员、统计员工作会议在蓟县召
开。钢协秘书长王婷对近年来的“三员”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优秀“三员”工作者提出
表扬，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钢协会员部、信息统计部工作人员宣读了重新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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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钢铁工业协会三员工作职责”，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会后，会员单位信
息员分别与《中国冶金报》和《中国企业报》资深记者进行了与业务交流。
天津滨海新区新增 13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8 月 21 日
从天津滨海新区经信委获悉，天津航天瑞莱科技有限公司、石药信汇（天津）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等 13 家新区企业技术中心日前通过天津市第十九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截至目前，新区累计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达 153 家，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目前，在新区已认定的 153 家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6 家，
占全市 55%。

天津市 1.5 万亿勾画 10 条产业链
8 月 22 日
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对天津市优势产业产业链进行课题研究，日前初步确定今后
4 年本市将投入 1.5 万亿元重点建设 10 条产业链，以进一步壮大全市产业规模、调整产
品结构、促进产业聚集。

天津钢铁协会召开专家技术委员会专业组会议
8 月 24 日
8 月 22 日，天津钢协召开钢协专家技术委员会部分专业组组长会议，讨论我市钢铁

创新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和降低成本提高收得率的
行业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创新技术、
可能性。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冶炼组，轧钢组，金属制品组，机电装备组，能源环保组的组
《中国企业报》天津
长、副组长，协会相关工作人员以及《中国冶金报》天津站站长蔡立军、
站副站长杨子炀参加了会议。钢铁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罗凯声、副主任张绪绶出席。
罗凯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参加会议的各专业组组长、副组长分别围绕本专业的具体情况
踊跃发言，并表示一定将本次会议精神带回去，集思广益，拿出较实用的好建议。会议初
步确定了一些产品升级的选项，并于近日举行专业讲座。

【行业动态】
舞钢公司特板成功替代进口挺进向家坝水电站

8 月 13 日

8 月 6 日，舞钢公司为向家坝水电站研制的升级型调质钢开始发运。这是继舞钢特
板大量应用于三峡工程之后，再次挺进中国巨型水电站工程项目。向家坝水电站是继三
峡工程、溪洛渡水电站之后中国在建的第三大水电站，是“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点，装机
容量六百四十万千瓦，计划 2012 年首批机组发电，2015 年竣工。该钢种是舞钢为满足用
户需求而研发的升级型产品，实现了替代进口。
马钢成品矿单位制造成本同比下降 3%

8 月 14 日
自年初以来，马钢矿业公司瞄准国内同行业先进经济技术指标，结合矿山生产实际，
突出重点，持续开展对标挖潜和降本增效活动，并取得明显成效。从前 7 个月销售的成品
矿、结算的销售收入和实现的利润分析来看，马钢矿业的吨矿制造成本较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 3%以上，在全面完成考核目标的同时，也提升了马钢矿业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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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钢厂上调方坯出口报价 30 美元
8 月 15 日
由于废钢价格上涨，土耳其钢厂寻求将方坯出口价格上调 30 美元/吨，9 月份轧制的
方坯出口报价从两周前的 560-570 美元/吨涨至 590-600 美元/吨(FOB)。然而，由于经济
前景不明朗及传统斋节假期导致需求放缓，终端用户能否接受此次提价仍不确定。贸易
商表示，尽管受废钢价格上涨的拉动，长材价格小幅上涨，但钢厂寻求提高方坯价格为时
尚早。
河北钢铁携手俄罗斯研发铁矿利用

8 月 16 日
近日，河北钢铁集团矿业公司与俄罗斯乌拉尔机械加工股份有限公司就研发《微细
粒贫赤铁矿高效回收关键技术》达成的科技合作项目，获得国家科技部、财政部 550 万元
专项研究经费。该项目属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2006-2020 年)“水和矿产资源”重

点领域的“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优先主题，以储量达 23 亿吨的矿业公司司家营铁矿为
例开展微细粒贫赤铁矿高效回收关键技术研究，以提高精矿质量及资源利用率为目标，
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及开发，实现该类低品位复杂赤铁矿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
邯钢邯宝公司取得高牌号焊瓶钢制造许可证

8 月 20 日
近日，河北钢铁集团邯钢邯宝公司成功取得高牌号焊接气瓶用钢制造许可证。其牌号
为：HP325、HP345，厚度为 3--12 毫米、宽度为 800--2130 毫米，执行标准为邯钢自行自
订的企业标准：Q/HG035-2011。据悉，加之以前通过的 HP235、HP265、HP295 较低牌号的
焊接接气瓶用钢，目前邯宝公司可以生产所有牌号焊接气瓶用钢。

青海省高品质特殊钢精品实现年产值达 27 亿元
8 月 21 日
通过产学研三方的共同努力，一种凝结着科研人员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智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品质特殊钢精品生产技术，已在西宁特殊钢股份
有限公司逐渐形成品牌规模效应。到 2011 年，该企业已开发出一系列以洁净度高，组织
致密、均匀，性能稳定的大规格锻材、中高合金工模具钢、不锈钢、高质量轴承钢、齿轮钢
为代表的高品质特殊钢精品，年产量达 40.9 万吨，实现产值 27 亿元，创效 2.095 亿元。

【钢市综述】
钢材市场
本周国内钢材市场继续处于下跌通道。截至 8 月 24 日，综合价格指数达到 141.2
点，比上周末降 2.26 点；长材价格指数达到 158.9 点，比上周末降 2.41 点；板材价格指
数达到 120.9 点，比上周末降 2.03 点。一方面，需求持续清淡，成交异常冷清；另一方面，
月底套现压力加大，市场降价回笼心理随之放大。而牵动本周价格走低的直接因素则是
钢厂新一轮价格政策的大幅下滑，并且对完成协议量的商户进行大幅度追补，成本支撑
一时间溃堤，价格下滑在所难免。不难看出，目前价格战已由市场转向钢厂，而亏损则一
步加深。目前整体钢市可谓“四面楚歌”，下周钢价下跌恐难止步，但跌幅不会太大。

据市场监测显示，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25mm 二级螺纹钢均价为 3549 元，比上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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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跌 106 元。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25mm 三级螺纹钢均价为 3633 元，比上月同期跌 137
元。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6.5mm 高线均价为 3566 元，比上月同期跌 91 元。

据市场监测显示，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5.5mm 热轧卷板平均价格为 3511 元，比上月

同期跌 193 元。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1.0mm 冷轧板卷平均价格为 4526 元，比上月同期跌
156 元。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20mm 中板价格为 3505 元，比上月同期跌 206 元。
炉料市场
近日国内炉料市场弱势运行依旧，多数品种价格连续下滑，且市场成交不见好转。受
此影响，市场悲观气氛浓厚，积极出货、降低库存成为厂商操作的主要手法。具体情况如
下：
钢坯：近日国内钢坯市场继续下探，且成交不见好转，市场悲观气氛继续蔓延。虽临
近周末，钢坯出货略有好转，其价格也止跌企稳，但由于主导钢厂检修、停产现象不多，以
及多数厂商心态不稳，同时原材料价格不断松动，再加上终端需求短期内难见好转，因此

预计下周钢坯价格将继续回落。据市场监测显示，唐山地区主导钢厂普碳 150 方坯报价
3040 元(吨价，下同)，普碳 165 矩形坯现款含税价为 3070 元，低合金 150 方坯现款含税

价为 3160 元，均比上周同期跌 110 元。
铁矿石：近日国内铁矿石市场下滑明显，其中进口矿加速下跌。目前，在国内钢材市
场持续低迷运行，钢厂盈利状况每况愈下，国际钢材市场和铁矿石市场较为疲软的情况
下，国内铁矿石市场持续呈现下滑走势，而且进口矿市场近日无论是在跌幅上还是跌速
上均呈现加大的现象。综合来看，国内铁矿石市场整体仍处于下行通道之中，预计下周仍

然难以摆脱弱势状态，部分地区和矿种仍有下跌风险存在。现唐山地区 66%酸粉湿基不
含税主流市场价格在 790-810 元，跌 20 元。北票地区 65-66%酸粉湿基不含税市场价格

在 670-690 元，跌 20 元。建平地区 65-66%酸粉湿基不含税市场价格在 680-700 元，跌
20 元。进口矿外盘市场 63.5/63%印度粉矿主流报价在 108-109 美元，跌 10-11 美元。58/
57%印度粉矿主流报价在 87-89 美元，跌 12 美元。天津港 63.5%印度粉矿报价 790-800
跌 80 元。
元，跌 80 元；61%印度粉矿报价 720-740 元，

焦炭：
近日国内焦炭市场偏弱运行，成交清淡。目前国内焦炭市场整体走势好于前
期，虽仍有地区出现价格下调，但多以小幅调整为主。据市场监测显示，现山西地区现二
级冶金焦 1300-1350 元；准一级冶金焦出厂含税价 1650 元；河北邯郸地区二级冶金焦
1330-1350 元；淮北地区二级冶金焦出厂含税价 1500 元；上海地区二级冶金焦出厂含
税价 1450 元；淄博地区二级冶金焦出厂含税价 1320 元。
废钢：
近日废钢市场小幅下跌，成交不多。虽然国际废钢有上扬现象出现，但是对国
内市场并没有提振作用，在成品材依然运行不畅的情况下，预计近期废钢市场仍将持续
低位运行。目前唐山地区重废市场价格在 2570 元；江阴地区重废市场价格在 2540 元；均
比上周下跌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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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铁：近日国内生铁价格继续下滑，成交尚无任何起色。受上游铁矿石、焦炭价格连
续下跌影响，再加上近段时间生铁需求清淡，导致多数生铁厂商对其后市不看好，故为了
刺激销售，连连下调生铁价格。随着生铁价格的回落，部分小铁厂因亏损出现停产现象，
而大的厂家停产不多，所以生铁市场仍保持供大于求的现状。从目前形势看，短期内生铁

市场难见起色，后期价格仍将以下行为主。现唐山地区炼钢生铁(L10)主流价格在 2810 元
左右，下跌 30 元。上海地区炼钢生铁(L10)主流价格在 2950 元左右，下跌 50 元，铸造生铁
主流价格在 3250 元左右，下跌 70 元。翼城地区炼钢生铁主流价格在 2800 元左右，下跌

80 元，铸造生铁(Z18)主流价格在 3150 元左右，下跌 100 元，球墨铸铁主流价格在 3150
元左右，下跌 100 元。

铁合金：近日国内铁合金市场整体仍处于弱势状态，成交情况不佳，硅锰、硅铁市场
由于下月钢厂招标在即，市场观望氛围颇浓，供需双方在后市看弱的情况下，均不敢贸然
操作。具体情况如下：普通合金方面，硅锰合金市场近日弱势运行，成交情况清淡，供需双
方观望为主，市场信心不强；硅铁市场近日延续弱势运行，市场成交情况不佳，部分地区
报价小幅下滑。特种合金方面，铬系合金市场近日运行较稳，部分地区市场价格小幅下
调，成交情况一般，供需双方均以观望为主；钼系合金市场近日整体仍处于弱势状态，个
别地区市场报价小幅拉高，但市场接受程度不高；钒铁市场近日弱势盘整，观望氛围较
浓，国际市场仍不容乐观；钨系合金市场近日市场弱势运行，需求冷淡，商家信心不足。截

至 8 月 24 日，钨铁市场主流报价 19-19.2 万元，钨精矿主流报价 10.4-10.5 万元；钼铁
FeMo60 为 98000-100000 元，钼精矿 45%为 1420-1440 元/吨度，原生氧化钼>51%的
1520-1540 元/吨度。

钢厂动态
本钢不锈钢无缝钢管厂 2250 机组每月产量递增过万吨；
国家近百亿收储 1.8 万吨轻稀土 包钢稀土等受益；
天津荣钢 5 号连铸大包底座安装到位；
宁夏钢铁技改项目开工；
马钢集团长江钢铁 2# 转炉炉壳吊装就位；
晋钢集团“兴晋钢”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美誉。
武钢非洲铁矿石项目正式启动上市计划；
宝钢高强度钢板打入海南洋浦原油储罐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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