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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钢厂废钢价格国内主要钢厂废钢价格国内主要钢厂废钢价格国内主要钢厂废钢价格（（（（元元元元////吨吨吨吨））））    

宝钢重型 沙钢炉料 兴澄炉料 马钢重型 西王重型 

3510 --    3870 -- 3870 --    3730 --  3240 --  

舞钢重废 涟钢重废 迁钢重型 凌钢重型 三宝重型 

3850 -- 3850 -- 3470 -- 3870 -- 3480 -- 

本周国内钢厂整体较稳，局部涨跌互现。钢市无预期中好转，且节

后各场地、码头废钢到货明显减少，钢厂受资源紧影响难有大的动作，

均暂稳观望，个别小厂下跌幅度也在 30 左右；南方限电仍旧严重，重

庆地区钢厂价格波小幅下调。目前来看，市场利空因素居多，下周行情

延续。 

    

进口废钢市场行情进口废钢市场行情进口废钢市场行情进口废钢市场行情（（（（美元美元美元美元////吨吨吨吨））））    

 

国家 中国 美国 

规格 美国重废 日本 H2 废碎料 HMS 8:2 

报价 475-485 -- 440-445 435-440 

涨跌 --    --    --    --    

采购 CFR CFR 东海岸 FOB 报价 

本周国际废钢稳，局部上涨。随着土耳其结束斋月返回市场及欧美

钢厂为 9、10 月生产补充库存，废钢需求趋增，市场呈上涨趋势；但由

于东南亚成品钢材市场疲弱，当地钢厂仍持谨慎态度。 

    

一周要闻一周要闻一周要闻一周要闻    

温家宝温家宝温家宝温家宝：：：：中国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11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今日起将在中国大连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

“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他表示，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没有改变中国发展的基本面，我

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

发展再上新台阶。 

富宝调研富宝调研富宝调研富宝调研行情行情行情行情预测预测预测预测 

据富宝调研显示：本周废钢市场涨跌互现。钢厂方面整体较稳，节

后各场地、码头到货减少，个别小厂因钢市弱势小幅下调；市场方面北

方地区回落明显，南方受限电难有动静，华东跟随期钢波动频繁；市场

若无重大利好消息刺激，行情难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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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产经要闻产经要闻产经要闻产经要闻    

1．宝钢沙钢调价各异 长材板材走势分化 

  9 月 11 日，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沙钢在下调 9 月中旬建材出厂价的同时，还给钢贸商

们开出了一定的补贴，着实为饱受价格“倒挂”之苦的钢贸商送上了一份“中秋厚礼”。但

在中秋小长假过后的 9 月 13 日，国内钢厂的“风向标”宝钢出台 10 月份价格政策，其主

流板材品种普遍上扬。两大钢厂调价政策的分道扬镳，给钢贸商们带来了“板材走强，长材

趋弱”的信号。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 1-8 月保障房建设情况 

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 1-8 月份，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实

物开工 868 万套，开工率 86%（不含西藏自治区）。其中，开工率超过 100%的有 5 省，分别

是河北、辽宁、福建、山东、陕西。此外，还有 14 个地方开工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或与全

国平均水平持平，分别是：甘肃 98%、宁夏 97%、河南 96%、山西 94%、贵州 92%、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9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1%、天津 90%、湖北 88%、吉林 87%、江西 87%、黑龙江

86%、江苏 86%、广西 86%。数据显示，开工率最低的是广东，只有 66%；除广东以外，开工

率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有 11 个地方。其中，开工率不到 80%的是上海和青海，分别为 75%

和 73%；其余的分别是内蒙古 85%、安徽 84%、重庆 84%、浙江 83%、北京 81%、湖南 81%、

海南 81%、四川 80%、云南 80%。 

3．印尼或将征收矿石出口税 

  有市场传闻，印尼工业部门正在考虑征收铁矿石出口税或出台配额措施，该措施被视为

2009年采矿法提出的从2014年开始禁止出口这些原料前的过渡阶段。因国内加工设施缺乏，

印尼原料出口禁令预计于 2014 年以后实施，铁矿石、镍原矿及镍精矿等产品均可能包括在

内。 

４．多个省份陆续整合煤炭资源 

   继河北、四川后，内蒙古煤炭工业局近日宣布，今后几年内蒙古将进一步提高煤炭产

业准入门槛，推动煤炭企业整合重组。按照新制定的内蒙古矿业开发准入标 准，褐煤开发

井工矿的年开采规模不得低于 300 万吨，露天煤矿的年开采规模不得低于 500 万吨；其他煤

种的井工矿年开采规模不得低于每年 120 万吨，露天 煤矿的年开采规模不得低于每年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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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矿井的煤炭资源平均回采率不得低于 70%。 

５．8月国内粗钢日均产量 189.52 万吨 再创年内新低 

  8 月国内 粗钢产量为 5875.2 万吨，同比增长 13.8%。日均产量为 189.52 万吨，较 7

月减少 1.8 万吨/天，再创年内新低；这也是年内首次低于 190 万 吨。1-8 月国内粗钢产量

为 46928.3 万吨，同比增长 10.6%。8 月生铁产量为 5392 万吨，同比增长 13%。1-8 月生铁

产量为 43383 万吨， 同比增长 10%。8 月钢材产量为 7700 万吨，同比增长 12.9%。1-8 月钢

材产量为 59119.9 万吨，同比增长 13.1%。 

    

二二二二．．．．国内市场分析国内市场分析国内市场分析国内市场分析 

（（（（一一一一））））国内市场综述国内市场综述国内市场综述国内市场综述    

本周国内废钢市场较疲弱，除局部地区钢厂要货积极，当地价格小幅上调外，国内主要

地区废钢价格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近期下游成品钢材市场并未迎来期盼已久的“金九”行情，

反而持续阴跌，原料铁矿石、钢坯等价格也陷入疲软，关联市场的不给力也使得近期废钢价

格受到一定程度压制，商家无力抬高价格。钢厂调价方面，受成品材价格不断走弱影响，本

周主流钢厂维持前期采购价外，不少小钢厂开始下调采购价。预计近期废钢市场难以摆脱下

游市场不振的阴影，维持稳中走弱的态势。 

（（（（二二二二））））各区域市场概述各区域市场概述各区域市场概述各区域市场概述 

1．华东市场 

华东地区废钢整体平稳，局部涨跌互现。欧债危机不断恶化升级，受此影响，国内大盘

整体下滑，期钢一个礼拜阴跌不止，成品、钢坯积极跟进，回落达 50 左右，然废钢由于资

源偏紧，部分敏感市场窄幅波动。山东地区本周雨天连绵，商家操作受阻，钢厂及小炉日上

货量不佳，致使聊城市价上涨；江苏地区沙钢 9月中旬成材螺纹下调 70，对市场影响较小，

商家报价高位不变，而上海各码头钢板料则回落 20 左右，主因货源主流入江苏钢厂。浙江

地区成材持续趋弱，杭州中强两次下调采购价，小炉利润薄稀，目前选择现买现用；各地商

家报价则向低位小幅拉拢，短期趋弱运行。江西新余、南昌市价小涨 30。“金九”旺季未出

现良好预期，市场成交不温不火；国内宏观利空消息不断，连创新高的矿石亦走下探路线，

废钢仍然持稳主受成本及货源偏紧支撑，预计下周市场多稳运行。截止本周五各主要地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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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张家港沙钢炉一 3870 元/吨（扣税 12.1%），江阴西城炉料 3880 元/吨涨 10（含税），

盐城联鑫省内不插边废钢3370元/吨（不含税），上海钢板料3400-3430元/吨跌 20(不含税)，

陶庄福建料 3450-3510 元/吨跌 30（不含税），杭钢炉一 3295 元/吨（不含税），马鞍山钢板

料 3390-3450 元/吨 (不含税)，江西南昌重废 3250-3300 元/吨涨 30 (不含税)，山东临沂

钢板料 3500-3550 元/吨 (不含税)，聊城市场价 10-20mm 废铁 3560-3580 元/吨涨 40(不含

税)，福建三钢重废 3830 元/吨（含税）。 

2．北方市场 

北方废钢市场整体较稳，局部涨跌互现。“金九”过半，但钢市仍延续节前行情，北方

地区成品累计跌幅不断放大，加之前期价格坚挺的铁矿石也出现小幅回落，废钢市价难以坚

持，部分地区下跌。东北地区主导钢厂整体暂稳观望，据悉成品库存高位，导致节后价格持

续下挫，而废钢优质资源不多，下行空间有限，商家操作偏向谨慎，市场成交相当不活跃。

华北唐山中秋节期间到货不足，市场价小抬，然随着本周钢坯的持续回落，部分厂家炉料下

调至 3450，京津一带跟跌，但多数商家收购价维持不变，使得利润减少。西北地区虽螺蚊

回调颇多，但因为本身货源少，市价多保持不变，兰州传钢厂将受到检查，目前厂家基本不

留库存。当前市场是利空迭现，如无重大利好消息刺激，钢市场难有好转；废钢虽受货源紧

支撑，但在关联品种不济的情况下，废钢只能持续弱势。凌钢重废 3870 元/吨（含税）维稳；

辽阳重废 3370-3400 元/吨跌 20；抚顺特钢重废 3030 元/吨（不含税）维稳；北京钢筋头

3330-3370 元/吨（不含税）维稳；沈阳重废 3240-3300 元/吨（不含税）跌 10；西安重废

3150-3180 元/吨（不含税）跌 10；阿钢重废 3050 元/吨（不含税）维稳；通钢重剪 3820

元/吨（含税）维稳；唐山炉料 3450-3500 元/吨（不含税）维稳；大无缝重废 3880 元/吨（含

税）维稳，迁安首钢重废 3470 元/吨（不含税）维稳，太钢破碎料 3500 元/吨（含税）维稳。 

3．中西南市场 

中西南市场本周整体稳，局部互现涨跌。华中地区平稳运行为主，钢厂九月调价之后目

前市场正常操作，湖北商家对湖南市场询盘增多；重庆地区整体稳，然因贵州普废流入较多，

导致钢厂对普废的收价小幅下调；贵州地区受重庆采购商抢货提振，虽当地小厂收价较低，

然商家多送重庆，故实际成交价上行；四川地区较混-乱，成都市场受限电及钢材难卖影响，

小厂对废钢的采购价格尽量压低，而攀枝花地区却一反常态，近日钢板料持续上行，现已升

至 3450 元/吨；华南市场限电无改善，整体萎靡不振。预计下周变动仍旧不大，而铁矿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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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滑，以及成材的持续弱稳，或使废钢受到拖累，整体弱势为主。湖南湘潭边角料

3380-3430 元/吨稳（不含税），湖北鄂州鸿泰边角料 3520 元/吨（不含税），河南舞钢 3850

元/吨涨 30（含税），广西柳州冲花 3450-3500 元/吨稳（不含税），广东佛山冲花料 3550-3570

元/吨稳（不含税），揭阳二级冲剪料 3540-3610 元/吨跌 20(不含税)，四川成都二级料

3250-3300 元/吨稳(不含税)，重庆钢筋头 3420-3520 元/吨稳（不含税），昆明重废市场价

3170-3220 元/吨稳（不含税），贵州贵钢重废 3700 元/吨稳（含税），贵州遵义重废 3100-3150

元/吨涨 50(不含税)。 

 

三三三三．．．．国际市场行情国际市场行情国际市场行情国际市场行情    

（一）东亚废钢进口价格上涨 

东亚废钢进口市场继续小幅上涨，上周中国台湾集装箱碎废钢进口价 488 美元/吨

（CFR），进口商出价在 485-490 美元/吨（CFR）。中国钢厂以 505 美元/吨（CFR）的价格从

美国进口了 2批 10 月份发货的散装碎废钢，较 8月中旬上涨约 5美元/吨。 

在东南亚，国外集装箱交货的 1、2号混合重废（80:20）报价较上月上涨 5-10 美元/

吨 至 470-475 美元/吨（CFR）。据称，越南从美国的 1、2号混合重废（80：20）进口价为

468-470 美元/吨（CFR），从非洲的进口价为 470-472 美元/吨（CFR）。 

亚洲钢厂通常在冬季前补充废钢库存，因此贸易商认为废钢价格将保持坚挺。然而，由

于成品钢材市场疲弱，目前当地钢厂仍持谨慎态度。 

（二）5大央行联手注美元流动性 欧洲银行业近渴暂解 

欧美股市普涨，欧洲银行业“近渴”稍解五大主要央行北京时间昨日晚间发布消息称，将

在年底前协同执行三次美元流动性招标操作为欧洲银行业注入美元流动性。参与本次行动的

央行包括欧洲央行、美联储、瑞士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 

受此消息刺激，昨日欧美股市普涨。欧洲三大股指英国富时 100 指数、法国 CAC40 指数、

德国 DAX 指数收盘分别上涨 2.2%、3.3%、3.0%；截至北京时间昨日 23 时 40 分，美国道琼

斯工业指数盘中上涨 1%，欧元兑美元和日元分别上涨 0.7%和 0.8%。 

分析师认为，由于欧洲各大银行的美元流动性问题开始引发市场担忧，五大央行此举旨

在降低市场借贷美元的成本，从而未雨绸缪地满足欧洲银行业的美元流动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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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耳其废钢进口市场小幅上涨 

本周土耳其钢厂订购了 10 批废钢，主要是从美国进口，预计未来几周将继续采购。最

新土耳其从美国的 1、2号混合重废（80:20）进口价为 472 美元/吨（CFR），碎废 钢进口价

为 477 美元/吨（CFR），1、2号混合重废（90:10）进口价为 473 美元/吨（CFR），较 8月末

开斋节前的成交价略涨 2美元/吨。从独 联体的 A3 废钢进口价为 466 美元/吨（CFR）。 

市场人士预计，本月余下时间里土耳其废钢价格将保持坚挺，或进一步上涨 1-2 美元/吨。 

 

四四四四．．．．下周市场预测下周市场预测下周市场预测下周市场预测    

欧洲央行15日发布公告称，该行决定与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在年底

前协同合作，执行3次美元流动性招标操作，3次招标时间分别为10月12日、11月9日和12月7

日，每次操作期限为3个月。五大央行联合向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操作表明，欧洲央行正尽

其所能应对欧债危机背景下的银行业流动性困境。欧洲央行虽无法彻底解决欧债危机，但仍

可通过系列非常规措施缓解危机症状。富宝分析师认为，此番操作又是一轮缓兵之计，短期

内来看缓解了危机症状，而实质上的根本性内部症结仍未解决；现在国内钢材市场又何尝不

是如此，本周成材成交可用“惨淡”二字概括，市场需求格外疲软，钢厂及商家不得不下调

价格以提高成交量，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作为市场最活跃的存在，中小企业的资金

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目前产业的集中度向国有企业快速聚集，大量资金流向低效的国企，市

场内需一直难以拉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倾向，短期来看，难言好转。废钢资源在中小企业

停转情况下，日益减少，而价格又受螺纹需求不济影响，上行乏力，如此便形成了现在货亦

难收，价亦不高的窘境，废钢贸易商利润大不如前。本周行情正如前所述般平淡，指望“金

九”能提振市场已经是不可能了，预计下周废钢市场或将下行，望商家谨慎操作。以上建议

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