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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城市无缝管价格一主要城市无缝管价格一主要城市无缝管价格一主要城市无缝管价格一周变化周变化周变化周变化（（（（元元元元////吨吨吨吨））））    

108*4.5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沈阳 成都 西安 

9.9 5700 5700 6200 5550 5950 6250 5930 

9.16 5700 5700 6200 5680 5950 6350 5930 

涨跌 — — — 
↑

130 
— 

↑

100 
— 

产地 鞍钢 山东 广东 山东 鞍钢 重庆 洪都 

本周无缝管市场延续平稳态势，整体成交有所好转。但鉴

于现供需的博弈，商家多持观望情绪，操作灵活。 

主要城市主要城市主要城市主要城市焊管焊管焊管焊管价格一价格一价格一价格一周变化周变化周变化周变化（（（（元元元元////吨吨吨吨））））    

1.5*3.25 天津 上海 广州 武汉 沈阳 成都 西安 

9.9 5000 5100 5260 5160 5060 5380 5220 

9.16 4990 5080 5260 5160 5040 5300 5220 

涨跌 ↓10  ↓20 — — ↓20 ↓80 — 

产地 友发 唐山 广东 岐丰 唐山 华歧 华歧 

本周焊管市场呈震荡下行走势，成交不佳。主要受原料弱

势运行影响，市场心态不一，为规避风险，商家操作谨慎。 

一周要闻一周要闻一周要闻一周要闻 

    

焦炭期货降低交易成本焦炭期货降低交易成本焦炭期货降低交易成本焦炭期货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重新审视市场重新审视市场重新审视市场重新审视““““大合约大合约大合约大合约””””： 从 9 月

16 日结算时起，焦炭合约最低交易保证金标准由 10%调整为 7%，

涨跌停板幅度由 6%调整为 5%。此外，自下周一起，焦炭当日开

平仓手续费也将减半。值得注意的是，2011 年上市的两大新品

种，铅和焦炭近期都作出了涉及交易成本和门槛的相应调整，

而这两个品种也全部是大合约，上市之后的交易均不活跃。交

易所对两个品种进行的微调，一方面显示了管理层希望活跃市

场的意图，一方面也让市场重新思考“大合约”改革。 

富宝调研行情预测富宝调研行情预测富宝调研行情预测富宝调研行情预测 

 

本周无缝管市场价格整体平稳运行，成交略有好转。鉴于现

已进入“金九”中下旬，商家后市预期较好，现多持谨慎观望态

度，灵活操作为主。然鉴于现供需的博弈，管价拉涨动力不足，

综合来看，预计短期国内无缝管价格稳中趋涨运行，但幅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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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热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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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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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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分析 

1．市场综述 

本周无缝管市场整体延续平稳走势，成交略有好转。鉴于现已进入“金九”中下旬，

商家后市预期较好，现多持谨慎观望态度，灵活操作为主。焊管市场呈震荡下行走势，成交

不佳。主要受上游原料弱势运行影响，加上下游需求释放缓慢，管价拉涨乏力。现市场心态

不一，为规避风险，商家操作谨慎。 

2.各区域市场综述 

108*4.5 北京 天津 上海 杭州 沈阳 广州 郑州 武汉 成都 西安 

9 月 9 日 5700 5650 5700 5680 5950 6200 5600 5550 6250 5930 

9 月 16 日 5700 5650 5700 5700 5950 6200 5600 5680 6350 5930 

涨跌 — — — ↑20 — — — ↑130 ↑100 — 

产地 鞍钢 山东 无锡 杭州 鞍钢 广东 盛源 山东 重庆 洪都 

219*6 北京 天津 上海 杭州 沈阳 广州 郑州 武汉 成都 西安 

9 月 9 日 5800 6000 5800 5800 5900 6150 5700 5750 6400 6050 

9 月 16 日 5800 6000 5800 5800 5900 6150 5700 5780 6450 6050 

涨跌 — — — — — — — ↑30 ↑50 — 

产地 鞍钢 鞍钢 振达 无锡 鞍钢 新冶特 凤宝 新冶特 成无 新冶特 

图 1：全国主流城市无缝管价格一周对比 

1.5*3.25 北京 天津 上海 杭州 南京 沈阳 广州 武汉 成都 西安 

9 月 9 日 5010 5000 5100 5150 5030 5060 5260 5160 5380 5220 

9 月 16 日 4990 4990 5080 5120 5000 5040 5260 5160 5300 5220 

涨跌 ↓20 ↓10 ↓20 ↓30 ↓30 ↓20 — — ↓80 — 

产地 友发 友发 唐山 华歧 唐山 凌钢 广东 岐丰 华歧 华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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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5 北京 天津 上海 杭州 南京 沈阳 广州 武汉 成都 西安 

9 月 9 日 5000 4950 5130 5120 5070 5040 5260 5100 5330 5200 

9 月 16 日 4980 4950 5110 5100 5050 5020 5210 5100 5240 5200 

涨跌 ↓20 — ↓20 ↓20 ↓20 ↓20 ↓50 — ↓90 — 

产地 友发 友发 华歧 国强 有发 凌钢 广东 岐丰 华歧 华歧 

图 2：全国主流城市焊管价格一周对比 

（1）华北地区 

本周华北地区无缝管价格主流弱稳运行，整体成交一般。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

市场监测显示，截止到 9月 16 日：北京市场 89*4.5 山东无缝价格为 5750 元/吨，159*6 鞍

钢无缝价格为 5950 元/吨，273*8 包钢无缝价格为 5850 元/吨，325*9 包钢无缝价格为 5900

元/吨。近日本地热轧管坯价格弱稳，当地无缝管市场山东产中小管部分商家价格有小幅松

动，出货略有好转，但大部分商家价格仍持稳，出货低位平稳。13 日宝钢对 10 月份无缝管

产品除宝钢鲁宝上调 100 元/吨外，精密、140 机组基价保持不变，460 机组议价，现 20#φ

273*8 挂牌 5810 元/吨。以上政策为出厂不含税价格，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此举显

示了在中小管厂出厂价集体下跌的背景下，大型钢厂涨价托市的意愿，但由于本地无缝管市

场山东产资源较多，因此短期内华北无缝管市场或将延续弱稳态势运行。 

本周华北地区焊管价格弱势盘整运行，市场成交不佳。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市

场监测显示，截止到 9月 16 日：天津市场 1.5*3.25 京华/友发/利达焊管价格为 4940-4970

元/吨；4*3.75 京华/友发/利达焊管价格为 4920-4950 元/吨；6*4.0 京华/友发/利达焊管价

格为 5020-5050 元/吨；6分*2.5 京华/友发/利达价格为 5050-5080 元/吨。近日受上游原料

钢坯、带钢价格继续走低的影响，管厂成本支撑力度减弱，加之终端需求放量不明显，成交

持续低迷，华北主产区唐山焊管出厂报价继续向低位靠拢，目前 4寸焊管主流出货价格已经

到 4860 元。加之目前钢材市场整体呈现弱势下行，期货、中远期电子交易走势不佳。综合

来看，市场大环境不佳，大家心态也有转弱，短期内预计华北焊管市场价格或将延续盘整中

趋弱运行，但幅度有限。 

（2）华东地区 

本周华东地区无缝管价格整体平稳运行，市场成交平平。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

市场监测显示，截止到 9 月 16 日：上海市场 25*2.5 无锡无缝价格为 7200 元/吨；89*4.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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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无缝价格为 5700 元/吨；159*6 立澳无缝价格为 5650 元/吨。据悉目前，上游管坯价格稳

中趋弱，山东部分管厂节前下调 50 元，现多以稳中出货为主。从市场反馈来看，整体钢市

需求趋弱，后市不明朗，市场出货偏少。加之现阶段正值无缝管市场需求的淡季，贸易商补

货甚少，市场出货难以放量，贸易商对此现状也表无奈。从当前整体的无缝管运行格局来看，

商家的实际走货报价口径有所松动，基本上在量大的情况下成交价格仍有较大优惠空间，现

大多贸易商以出货观望为主，因此综上所述，预计短期内华东无缝管市场或将延续弱稳态势

运行，建议商家操作仍需谨慎。 

本周华东地区焊管市场呈窄幅盘整走势，成交一般。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市场

监测显示，截止到 9 月 16 日：杭州市场 1.5*3.25 华歧焊管价格为 5120 元/吨；4*3.25 国强

焊管价格为 5100 元/吨；8*4.5 友发焊管价格为 5200 元/吨。近日受到上游原料钢坯、带钢

价格走低的影响，华北、东北片区的主流市场焊管价格都出现了小幅回落的现象，幅度在

10-20 元/吨左右。但是从当地市场焊管商家处了解，市场整体未有明显调整变化，商家报价

依旧维持节前的水平。镀锌管方面：节后开市，北方地区友发管厂对镀锌管下调 50 元/吨左

右，但是从市场来看，商家对应规格的镀锌管报价仍以稳为主。总体来看，短期内华东市场

焊管市场主体仍会以平稳运行的可能性较大。 

（3）华南地区 

本周华南地区无缝管价格整体平稳运行，成交低迷。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市场

监测显示，截止到9月16日：广州市场57*3.5山东无缝价格为6350元/吨；108*4.5山东无缝价

格为6150元/吨；219*6新冶特无缝价格为6150元/吨；273*8包钢无缝价格为6250元/吨。本周

当地无缝管市场价格主体价格保持平稳，市场成交情况较为一般。目前，市场冷拔管资源

价格虽然报价较为稳定，但市场受成交影响，实际成交价格略有暗降，目前总体维持在

6400-6600元/吨，而热轧管方面，由于近期管厂出厂价格保持不变的影响，，市场成交较为

疲软，经销商有一部分通过暗降来刺激实际市场成交的优惠政策。而大口径无缝管价格较

为稳定，市场价格没有太大的波动。后期，随着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市场价格还会有所变

动，经销商还需给予更多关注。综合来看，预计短期内华南无缝管市场价格将维持目前的

稳定局面，个别规格会有一定幅度的调整。 

本周华南地区焊管市场价格弱势盘整运行，成交一般。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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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测显示，截止到9月16日：广州市场1.5*3.25广州焊管价格为5260元/吨；4*3.75广州焊

管价格为5240元/吨；8*5广州焊管价格为5300元/吨。本周华南焊管市场经历了一波弱稳的

行情走势。主要受北方主产区原料市场弱势运行影响，加上下游需求持续疲软，与前期相

比，市场整体活跃度有所减弱，导致市场成交不佳。贸易商对此多持谨慎观望情绪，出货

为主采购谨慎。现阶段整体社会库存多维持低位。后市预期较迷茫，短期来看，预计华南

地区焊管价格或将延续弱势盘整走势。 

（4）华中地区 

本周华中地区无缝管价格稳中有涨，市场成交尚可。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市场

监测显示，截止到9月16日：武汉市场89*4.5山东无缝管价格为5700元/吨，108*4.5山东无缝

管价格为5680元/吨，219*6新冶铁无缝管价格为5780元/吨。较之前日，本周华中地区无缝

管市场价格有所上调，山东产无缝管价格涨幅多在100元/吨左右，主要是受下游终端市场需

求释放的影响，加上多数商家库存较少，多以出货为主，从而拉动了市场的供需。近期上

游管厂调价较为集中，尽管涨跌不一，但是本地区上游整体市场趋向平稳态势。从当前整

体的无缝管运行局势了解来看，商家的实际走货报价口径仍会有所松动，现大多贸易商以

边出货边观望为主，操作较为谨慎，心态乐观。短期内预计华中无缝管市场价格稳中趋涨

运行，但幅度有限。 

本周本周华中地区焊管价格稳中盘整运行，市场成交一般。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

心市场监测显示，截止到9月16日：武汉市场1.5*3.25岐丰焊管价格为5160元/吨,4*3.75正大

焊管价格为5010元/吨，6*4岐丰焊管价格为5250元/吨。华中现货市场方面：本周华中焊管

市场价格大体保持平稳运行。原料带钢虽有所下滑，但是由于市场出货情况较差，管厂基

本没有调整出厂价格。市场方面：“金九”已步入中段，但市场淡季行情依旧延续，在全国

焊管市场整体低迷的大环境之下，商家对此九月行情的看法较为谨慎，不敢盲目乐观，草

率操作。总体上看，鉴于近期上游钢坯以及带钢弱稳的迹象，若后期终端市场需求仍然没

有明显的释放，预计在短期内华中焊管市场价格弱势趋稳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5）东北地区 

本周东北地区无缝管价格弱势维稳，市场成交清淡。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市场

监测显示，截止到9月16日：沈阳市场133*4.5鞍钢无缝管价格为5950元/吨，159*5鞍钢无缝



      富宝富宝富宝富宝管材管材管材管材周报周报周报周报 

 

上海昊钰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 6 页 免费服务热线：400-886-0990 

 

富宝资讯富宝资讯富宝资讯富宝资讯        源于市场源于市场源于市场源于市场 
 

管价格为5900元/吨，377*10包钢无缝管价格为6300元/吨。本周东北无缝管价格稳中趋弱，

部分库存较少，市场成交依旧低迷。从上游原料看，鉴于上游管坯价格趋弱运行的影响，

上游成本支撑力有所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无缝管价格的上涨。从下游需求看，

虽“金九”已到中旬，但是下游市场的需求依旧不见起色，商家多以现有库存为主，备货

积极性较差，观望情绪较浓，谨慎操作。市场在短期内将很难有较大的成交量。从宏观态

势看，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国内工业经济不旺和国家贷款政策的抑制的情况之下，

下游需求和市场价格也很难坚挺，商家对此颇感无奈。综上所述，预计短期内东北无缝管

市场价格很难有走高的迹象，市场将维持弱势盘整运行。 

  本周东北地区焊管价格小幅回落，市场成交欠佳。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市场

监测显示，截止到9月16日：沈阳市场1.5*3.25唐山焊管市场价格为5040元/吨，4*3.75唐山

焊管市场价格为5020元/吨，8*5.0唐山焊管市场价格为5220元/吨。据悉，现阶段东北市场唐

山产4寸国标焊管价格在5020-5050元/吨，价格较上周下跌20元/吨，受此唐山地区管厂价格

的下跌影响，东北焊管市场也相继出现了价格回落的现象。在近日上游原料钢坯以及带钢

价格走低的影响之下，上游的成本没有对焊管价格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导致了管厂拉涨

乏力不足。从市场成交表现来看，自中秋假期以来，当地焊管市场交投清淡，需方采购意

愿低迷，市场运行乏善可陈，商家操作亦多持谨慎观望情绪，多以小批量采购为主。据分

析认为，虽随着“金九月”的不断深入，但终端需求并未如商家意愿。不过，在现供需的

博弈情况之下，预计短期内东北焊管市场人将延续弱势维稳基调，焊管市场价格出现大幅

涨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6）西部地区 

本周西部地区无缝管价格继续维稳，市场成交平平。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市场

监测显示，截止到9月16日：成都市场108*4.5成无无缝管价格为6350元/吨，159*5重庆无缝

管价格为6350元/吨。西安市场57*3.5山东无缝管价格为6000元/吨，329*9新冶铁无缝管价格

为6330元/吨。据悉，近期上游管坯价格小幅走低，管厂价格普遍回调受此影响较大。与上

周相比，各管厂市场价格向下松动的迹象明显，但是西部无缝管市场主流价格依然以平稳

为主，调整幅度不是很大。西南市场方面，虽上游原料小幅下调，但西南市场主流价格并

未受此太大的影响。又鉴于管厂出货量不佳，下游需求依旧不见起色，现商家多持观望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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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操作谨慎，多以保持现有库存为主。西北市场方面，商家表示，虽已步入“金九银十”

的传统旺季，但受制于需求、资金面和目前市场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的影响，心态较为悲观，

短期操作还应谨慎为主，多以原有库存为主，以小量出货为辅。预计后期随着上游原料的

下走迹象的影响，西部地区无缝管市场价格将稳中趋弱运行。 

本周西部地区焊管价格稳中趋弱，市场成交清淡。据富宝钢铁网管材研究中心市场监

测显示，截止到9月9日：成都市场4*3.75华歧焊管价格为5240元/吨，1.5*3.25昆钢焊管价格

为5180元/吨。西安市场4*3.75唐山焊管价格为5200元/吨，1.5*3.25唐山焊管价格为5220元/

吨。上游原料方面，节后钢坯有小幅下调迹象，受此影响，近期唐山主流管厂焊管报价普

遍下调了10-20元，由于西南地区多以唐山管厂为主，所以西南焊管价格也有所下滑。然西

北地区受此影响不大，焊管市场价格依旧平稳，但是“金九”时段已过一半，当地市场成

交未见起色，出货平平，终端需求更是每况日下，西北焊管市场价格也有趋弱的情形。在

全国焊管市场整体低迷的大环境之下，西部地区的贸易商也显露出担忧情绪，操作十分谨

慎。综上所述，鉴于现供需的博弈，预计短期西部地区焊管市场价格将弱势维稳运行。 

三、下周市场展望 

本周国内无缝管市场整体平稳运行，市场成交一般。据悉，目前上游管坯价格稳中趋

弱，山东部分管厂节前下调 50 元，现多以稳中出货为主。从市场反馈来看，整体钢市需求

趋弱，后市不明朗，市场出货偏少。加之现阶段正值无缝管市场需求的淡季，贸易商补货甚

少，市场出货难以放量，贸易商对此现状也表无奈。从当前整体的无缝管运行格局来看，商

家的实际走货报价口径有所松动，基本上在量大的情况下成交仍有较大优惠空间，现大多贸

易商以出货观望为主。综合来看，在原料管坯弱稳运行与下游需求低迷的博弈情况下，预计

短期内国内无缝管市场或将延续弱稳态势，建议商家谨慎操作。 

本周国内焊管市场价格整体呈震荡下行趋势，市场成交不佳。主要受上游原料钢坯、

带钢价格继续走低的影响，管厂成本支撑力度减弱，加之终端需求放量不明显，成交持续低

迷，华北主产区唐山焊管出厂报价继续向低位靠拢，目前 4寸焊管主流出货价格已经到 4860

元。加之目前钢材市场整体呈现弱势下行，期货、中远期电子交易走势不佳。综合来看，市

场大环境不佳，大家心态也有转弱，预计短期内国内焊管市场价格或将延续盘整中趋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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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幅度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