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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近期热点】
钢价迎暖秋持续 4 周上涨 后市不明钢贸商无心冬储
10 月 16 日
即将进入 11 月份，按照传统的钢市运行态势，在冬天来临之前，北方地区的钢贸商会

集中备货，
“冬储”。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地区施工面积在冬季大减，造成钢材销售减少，所
在区域的钢厂与长期联系的贸易商达成协议，
由贸易商承担一部分库存。同时，因“冬储”
期间的出货价较低，以及考虑到开春后的需求，钢贸商通常也乐于帮助钢厂完成“冬储”。
不过，近日多位北方地区钢贸商表示，虽然目前钢价出现一波上涨行情，但对后市仍无法
作出乐观的判断，暂时都还没有备货的打算。另有钢贸商日前指出，虽然可能会有一定的
补库，但是要像往年那样大量的建仓应该不会了，毕竟需求不好，而且现在价位大幅上拉
的阻力比较大，权衡仓储成本，资金占用这些问题，似乎也不太划算，因此暂时不会考虑
冬储。
各地刺激计划累计超 10 万亿 大上项目恐有盲目性
10 月 17 日
在“稳增长”调控之下，今年二季度以来，一些地方竞相扩大投资规模。天津、山西、黑

龙江、江苏、重庆、贵州等十余省市陆续发布累计超过 10 万亿元的地方经济刺激计划。有
专家表示，在适度增加投资的过程中，警惕低效益的盲目投资。在适度增加举债的过程

中，特别防止扩大地方债倾向。
广东拟促钢铁等企业重组
10 月 19 日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日前正式发布该省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根据该意
见，广东省将做强做大优势企业，以汽车、钢铁、水泥、稀土、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家电、食
品、金融等产业为重点，促进省内优势企业兼并重组、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广东省计划，到 2015 年，培育 12 家以上资产超千亿元、营业收入超千亿元
的国企集团，以及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和带动力强的本土跨国企业。

钢贸企业要加快形成现代化钢铁物流企业
10 月 23 日
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运行持续低迷，成本居高不下、价格偏低、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
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发展，而作为连接钢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纽带 -- 钢铁贸易行业，在上
下游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从长期来看，钢贸企业要加快建设成现代型物流企业，从第一方
物流走向第二方物流，进而转向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是利用信息技术来整合
供需双方，比如钢铁企业确定一年需要把多少钢材在什么时候运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向
第三方物流下单，第三方物流掌握所有物流企业的信息，负责协调配置物流资源。而第四
方物流则是整合整个供应链，也就是从铁矿石运输，一直到钢材销售到终端客户，整条供
应链都由物流企业来做。
【宏观要闻】
多机构预测全年经济增速低于 8%
10 月 15 日
“今年可能是近些年来，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与国家定的目标最接近的一年。”在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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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2012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陈

佳贵这样表示。据预测，201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 D P)同比增长速度将在 7.7%左右，
增速比上年回落 1.6 个百分点。
前 9 月房企业绩上涨 业内院楼市回暖动力仍不足
10 月 16 日
日前，部分标杆房企公布了今年前 9 月的销售业绩，大部分企业的业绩均出现同比上
涨。然而传统楼市旺季“金九银十”今年表现却发生逆转，一线城市成交皆成色不足。业内
人士表示，目前市场仍处在阶段性观望之中，房价调整继续，楼市回暖动力不足。
去库存压力难以缓解 工业增长年内难见拐点

10 月 17 日

工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占据重要地位，工业增长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宏观经济
运行的走势。目前看，我国重工业增速仍低于轻工业增速，工业产成品产销率下降势头没
有得到有效遏制，去库存化进程后期未见原材料库存增长，年内出现工业增长拐点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
央行周二逆回购 760 亿元 货币政策放松难以改变

10 月 18 日

16 日，
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80 亿元 7 天期和 580 亿元 28 天期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分别持平于 3.35%和 3.60%。在央行前期持续逆回购后，本周及未来一周将迎来
逆回购集中到期，资金规模分别达到 3370 亿元和 3670 亿元。
银行三季报前瞻：业绩增速并不乐观

10 月 22 日
进入 10 月，将迎来三季度业绩报告的密集发布期，根据沪深交易所信批预约情况显
示，多数上市银行都将三季报披露日期选在 10 月最后一周。尽管此前银行股在大宗交易
平台频遭抛售减持，但多位银行业分析师均表示，对三季度银行业绩增速并不悲观。
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无统一标准 银监会将调研

10 月 23 日
在“广东南粤银行地方金融改革转型与小微金融服务座谈会”上，银监会二部副主任
张金萍透露，银监会希望各个银行根据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和自己的风险所覆盖的能力
自行确定不良贷款容忍度，银监会也同时希望各地银监局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小企业特
点制定容忍度，
“监管不可能全国一刀切”。这也就意味着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将无
“看看这个指标数值多少比较合适”。
统一标准。银监会下一步将前往银行和企业调研，
【天津要闻】
300 余外包企业集聚滨海新区

10 月 15 日
MTI（中国）有限公司日前正式在中新天津生态城注册，该公司将引进全球领先的美
国 4K 电影胶片修复技术，为世界各地解决老电影胶片图像掉色、抖动、划痕等问题。近年

来，医药研发、商业流程、软件开发、金融后台服务等领域的服务外包龙头项目加速集聚
滨海新区，截至目前已有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 300 多家，比 5 年前增加 200 多家，逐渐成
为滨海新区优势产业之一。

天津 50 亿元打造 9 大科技园区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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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市农委获悉，以突出高科技、高标准、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为特色的滨海农
业科技园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果，截至 2012 年 10 月初，9 个农业科技园区一期规划投资
50 亿元，已完成投资 40 亿元，建成各类现代农业设施 115.5 万平方米。滨海新区作为国
家级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基地，日渐成为引领天津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招商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全面升级
10 月 18 日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对小微企业经营特点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招商银
行天津分行致力于推动小微企业发展，逐步丰富完善贷款品种和担保方式，推出了面向
公司和个人的全新小微企业贷款产品体系，担保方式多样，能够充分满足各类小微企业
的融资需求。
天津钢协组织召开天钢高强钢筋技术应用推介会
10 月 19 日
应会员单位要求，天津钢协联合天津钢铁集团于 18 日在天津钢铁集团组织召开天钢
高强钢筋技术应用推介会，共来自施工建设、设计、钢铁贸易等单位的 40 余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天津市经信委副主任王景梁、建交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天津市钢铁协会
会长罗凯声出席会议并讲话。天钢集团有关领导及天钢技术中心、生产部等部门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会上天钢集团技术中心有关人员介绍了天钢的主要工艺装备，主要产品，高
强钢筋生产现状、开发规划、设想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情况。与会代表分别从高强钢筋
的生产、使用、设计、配送、推广、经济性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收到
了良好效果。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天钢集团高强钢筋生产现场。
天津钢协与美国 BIZPOST 联合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
10 月 23 日
为拓宽天津钢铁企业铁矿石来源渠道，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增强产品出口竞争力，
提高天津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经过接洽磋商，10 月 21 日，天津市钢铁工业
协会决定与美国 BIZPOST 联合集团公司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签订了铁矿石
战略合作意向书，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酒泉市政府来津与环渤海地区达成 39 项合作
10 月 24 日
10 月 22 日，酒泉市政府来津举行大型经贸协作洽谈会，项目合作地域涉及本市、北

京、山东、河北等六省市，共签约投资合作项目 39 个，签约金额超过 344 亿元。其中，签约
合同项目 30 项，签约金额 164 亿元，协议项目 9 项，签约金额 180.3 亿元。

【行业动态】
宝钢不锈炼钢厂 304 不锈钢线鳞缺陷攻关取得成效
10 月 15 日
宝钢不锈炼钢厂 304 不锈钢线鳞缺陷攻关取得成效，304 钢种线鳞缺陷率由去年的

5.84%下降到目前的 2.12%，下降幅度高达 65%，为提升合同完成率、用户满意度以及产
品市场占有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鞍钢附企大型厂钢构件出口印度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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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鞍钢附企大型厂加工制作的 1300 余吨钢构件装船发往印度砂山，这是该厂
完成的首批国外合同订单。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该厂积极开拓外部市场，承揽了印度砂
山钢结构项目，加工制作 M7C 桁架、高支腿、逃生梯、TT06 机房，总计 1302.5 吨。该项目
工期短，质量要求高，表面处理涂漆技术难，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繁杂。

美国粗钢产量继续下降
10 月 17 日
2012 年 10 月 13 日止的当周，美国国内粗钢产量为 173.6 万短吨，产能利用率为
70.3%。去年同期产量为 178.1 万短吨，产能利用率为 71.9%。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2.5%，周

环比下降 1.2%。2012 年 10 月 6 日止的当周，美国粗钢产量为 175.7 万吨，产能利用率为
71.1%。 经调整，至 2012 年 10 月 13 日止，2012 年美国累计粗钢产量为 7770.3 万短吨，
同比增长 4.1%，产能利用率为 76.7%。

久立特材低温管供货沪东中华 LNG 船
10 月 18 日
据中船集团消息：近日从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从该公司建造的第七艘
液化天然气(LNG)船开始，LNG 船低温不锈钢管供货将首次实现整船国产化，从而改变我
国在这一领域依赖进口的局面。目前，有关供货合同已经签订。
武钢高强钢供货世界顶级陆地石油钻机制造商

10 月 22 日
近日，武钢与四川某设备有限公司签订首批轧板高强度焊接钢的订单，标志着武钢高
强钢成功供货世界顶级陆地石油钻机制造商。该公司为世界第二大陆地石油钻机制造
商，中国最大的石油钻机成套出口企业，是一家专门从事设计、制造、总装成套石油钻机
及石油勘探开发装备的大型设备制造企业，未来计划将广汉本部建设成为全球最大陆地
钻机制造基地，同时进军海洋石油工程领域，高强钢年需求量上万吨。
欧洲中厚板价格下跌 10-30 欧元
10 月 23 日
因原料价格下跌加之基本面疲软，欧洲商品级中厚板价格较上月下跌 10-30 欧元/

吨。黑海地区板坯价格已跌至 340-350 欧元/吨(FOB)，板坯价格的下跌亦传导至中厚板市
场。据说意大利进口商品级中厚板报成交价为 590 美元/吨(450 欧元/吨)，但成交少，更多
买家谨慎观望。北欧当地钢厂生产的 S235 中厚板出厂价为 540-550 欧元/吨，部分低至
530 欧元/吨；南欧同类产品出厂价为 490 欧元/吨。但随着进口产品的冲击，欧洲中厚板
市场下跌压力加大。

【钢市综述】
钢材市场
近日，国内钢材市场维持上扬走势，但总体上涨幅度较小，且有部分地区、品种价格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建筑钢材市场表现略强于板材。截至 10 月 26 日，综合价格指数达
到 148.3 点；长材价格指数达到 166.8 点；板材价格指数达到 126.1 点。国内钢材市场价
格保持了小幅上扬的走势，虽然上周四、五国内股市、钢材期货价格、钢坯价格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下跌，但对现货市场影响有限，各地钢材现货价格在出货状况基本正常、库存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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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小幅上扬的走势。区域性的市场供需状况导致了全国各地钢材价
格本周出现了涨跌不一的状况。自 9 月初以来，全国不同城市价格少见的不统一走势，说
明近期市场心态相对较为迷茫，缺少方向感。此种迷茫的心态短期内仍将延续，但在成交
相对正常、社会库存继续下降的情况下，对短期内钢材价格依然维持稳中趋强的看法。

据市场监测显示，截至 10 月 26 日，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25mm 二级螺纹钢均价为

3763 元，比上月同期涨 98 元。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25mm 三级螺纹钢均价为 3855 元，
比上月同期涨 88 元。国内 10 大重点城市 椎6.5mm 高线均价为 3722 元，比上月同期涨
66 元。

据市场监测显示，截至 10 月 26 日，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5.5mm 热轧卷板平均价格为

3750 元，比上月同期涨 143 元。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1.0mm 冷轧板卷平均价格为 4504
元，比上月同期涨 56 元。国内 10 个重点城市 20mm 中板价格为 3614 元，比上月同期涨
38 元。

炉料市场
近日国内炉料市场涨后企稳，多数品种成交依旧不见好转，下游厂商观望情绪浓厚，
具体情况如下：
钢坯：
近日国内钢坯市场呈现震荡上行的格局，下游厂商仍不敢贸然囤货，市场整体
钢材需求逐渐步入需求
观望气氛浓厚，多数地区成交情况无任何起色。随着天气的转冷，
淡季，钢坯也不例外，好在钢坯现货资源不多，厂商销售压力并不大；另外，原材料价格的
小幅上涨，对钢坯市场形成支撑。综合考虑，预计下周钢坯市场将维持小幅震荡的格局。
据市场监测显示，无锡地区普碳 150 方坯含税现金价为 3420 元，低合金 150 方坯含税现

金价为 3540 元，均比上周同期涨 60 元；山东淄博普碳 150 方坯含税现金价为 3360 元，
低合金 150 方坯含税现金价为 3480 元，均与上周同期持平。
铁矿石：近日国内铁矿石市场呈现整体上涨态势，市场活跃度有所增强。周内，在进

口矿市场连续小幅走高的带动下，国产矿市场亦呈现小幅上涨走势。临近周末，河北、山

东部分大型矿企上调出厂价格，上调幅度在 25-40 元(吨价，下同)之间，这令近期市场的
略好行情得以巩固。临近 10 月底，国内钢材市场再次进入调整阶段，受此影响，铁矿石市
场继续上行的动力不足，整体后期将呈现盘整的态势。据市场监测显示，唐山地区 66%酸
粉湿基不含税主流市场价格在 800-820 元，比上周涨 10 元左右。武安地区 65-66%酸粉
涨 10-20 元。进口矿外盘市场 63/63.5%印度粉矿主
湿基不含税市场价格在 840-860 元，
流报价在 119-121 美元，较上周涨 3 美元。57/58%印度粉矿主流报价在 98-100 美元，涨

2 美元。天津港 63.5%印度粉矿报价 870-890 元，较上周涨 10 元；61%印度粉矿报价
820-840 元，涨 20-30 元。

焦炭：近日国内焦炭市场整体稳中趋扬，成交情况较好。据市场监测显示，截止于 10
月 26 日：现山西地区现二级冶金焦 1180-1280 元(吨价，下同)；准一级冶金焦出厂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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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1280-1380 元；河北邯郸地区二级冶金焦 1330-1380 元；淮北地区二级冶金焦出厂
含税价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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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 元。
废钢：近日废钢市场涨后趋稳。周前期江浙沪地区钢厂对废钢的采购价格持续上调，
对当地废钢市场起到提振作用，当地废钢市场价格开始大幅攀升，加之钢坯上涨，建材价
格上扬的带动下，其他地区废钢市场开始上扬。后期钢坯回落，成品材走势趋弱，在此情
况下废钢市场涨势受阻，回归稳定观望后市。虽然商家盼涨心态依然存在，不过鉴于目前
已经进入四季度，气温越来越低，开工面积日益缩减，为规避风险，商家操作手法趋于快
进快出，手上库存保持低位。随着气温的转冷，钢厂检修情况后期将增加，生产会受到一
定阻碍，对废钢等原材料的采购会有所换缓，预计近期废钢市场将观望后市盘整运行。目
前上海地区重废市场价格在 2660 元；比上周上涨 150 元。唐山地区重废市场价格在
2550 元；比上周上涨 50 元。
生铁：近日国内生铁市场稳中有涨，成交一般。本周铁矿石、焦炭、钢材均出现小幅上
涨的行情，但由于钢厂对生铁的采购量十分有限，导致生铁出货不畅，因此铁厂虽有拉涨
的意愿，但实际成交价格仍保持平稳。铸造生铁市场依旧不景气，下游需求疲软，商家对
后市信心不足。以目前形势看，生铁下游需求仍是牵制价格运行的重要因素，但原材料、
钢材价格的上涨亦支撑着铁价的上行。综合考虑，预计下周炼钢生铁市场或将出现小幅
上涨行情，铸造生铁市场仍将弱势维稳。据市场监测显示，唐山地区炼钢生铁(L10)主流价
格在 2620 元(吨价，下同)左右；上海地区炼钢生铁(L10)主流价格在 2750 元左右，铸造生
铁主流价格在 3250 元左右；翼城地区炼钢生铁主流价格在 2730 元左右，铸造生铁(Z18)
主流价格在 3100 元左右，球墨铸铁主流价格在 2920 元左右；武安地区炼钢生铁主流价
格在 2650 元左右，铸造生铁(Z18)主流价格在 3020 元左右，球墨铸铁(Q10)主流价格在
3000 元左右。

铁合金：近日国内铁合金市场波动运行，部分品种价格涨跌共存，现货需求较前期略
有好转。具体情况如下：普通合金方面，硅锰合金市场小幅回升，市场成交趋好；硅铁合金

市场小幅上涨，部分品种小幅上涨 50-150 元(吨价，下同)，贸易商信心倍增。特种合金方
面，铬系合金市场本周呈下滑态势，市场交依旧未明显好转；钼系合金市场本周弱势下
滑，市场成交冷清；钒铁市场钒铁市场价格本周弱势下滑，成交较为一般；钨系合金市场
本周弱势下滑，市场成交不佳。据市场监测显示，截至 10 月 26 日，钨铁市场主流报价
18.3-18.4 万元，钨精矿主流报价 10.5 万元。

钢厂动态
宝钢特材钢管厂汇编典型质量异议案例及缺陷图谱；
中天钢铁列 2011 年江苏百强民营企业第 4；
中信银行与沙钢集团银企合作座谈会在沙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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