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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宝调研
富宝了解到，近期很多商家都担心铬市受到股市冲击，钢厂
9 月招标价格价格可能会下调。连云港商家表示，部分高碳铬铁
厂家下调成交价，主要由于资金紧张。
评述•要闻
1．业内新闻：
Xstrata 将扩建铬铁厂
太钢 2014 年铬铁自给率将达 100%
美国 DLA7 月共销售价值 590 万美元的铬铁和锰铁
南非 Merafe 资源公司 2011 年上半年铬铁产量下降 4%
2．行情描述：
国内铬铁市场平稳坚挺，高碳铬铁各地区主流报价在 8600
元/基吨。
3．下游行情：
受美股下跌影响，不锈行情动荡较大，价格跌宕起伏，但是
市场商家的出货意愿似乎并不是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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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内新闻
（一）Xstrata 将扩建铬铁厂
Xstrata 将扩建铬铁厂 增产量以降成本
南非最大的铬铁生产商梅拉菲资源公司(MerafeResources)表示，根据 HeinzPariser 研究
的报告显示，预计 2011 年全球铬铁需求将增加 11%达到 987 万吨，超过预计供给量 929 万
吨。与此同时梅拉菲资源公司表示，该公司铬铁产量预计将增加 7%，原因是成本高企铬铁
生产商减产导致所有地区的铬铁生产成本都在增加，加上铬铁现货价处于低位，未来几个月
铬铁生产商将继续减产。梅拉菲资源公司还指出，2011 年度(南非冬季 6-8 月)公司将实施减
产维修，以将高于均价的电费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二）太钢 2014 年铬铁自给率将达 100%
强化资源掌控,自给过半成本降“十二五”期间太钢集团计划投资 400 亿元,加速实施铁
矿、镍矿、铬矿开发及加工项目,确保重要战略资源的自给率达到 50%以上。至 2013 年铁矿
自给率有望达到 70%以上,且根据公司优质资产注入原则,存在注入预期,若行,EPS 增厚 0.15
元;权益金属镍供给率也将超 50%。伴随 2012 年集团铬铁厂建成,2014 年铬铁自给率将达
100%。至 2013 年,缅甸达贡山镍铁项目和袁家村铁矿项目达产后,公司资源采购成本至少节
约 8 亿元,折合 EPS0.14 元。

（三）美国国防后勤局（DLA）7 月共销售价值 590 万美元的铬铁和锰铁
美国国防后勤局（DLA）战略资源储备部门公布了 7 月销售了价值 588 万美元的大宗
合金。售出的大宗商品包含价值 483 万美元的 4500 吨（4018 长吨）的高碳锰铁，给 5 家公
司 Minerais US LLC，Hillsborough, N.J.，Glencore Ltd., Stamford, Conn.和 Pittsburgh-based
ferroalloys arm of David J. Joseph Co。高碳锰铁现在在美国的交易价格在 1300 美元到 1360
美元/长吨之间。此外，DLA 还销售了价值 105 万美元的 392 吨低碳铬铁，给 Clarence,
N.Y.-based Medima LLC 和 Switzerland’s GfE-MIR AG 公司。这相当于每磅 2.03 美元。这
批货包含含 C 量为 0.13 和 0.16 的铬铁。0.10 含 C 量的低碳铬铁在美国的交易价格在 2.25-2.30
美元/磅，0.15 含 C 量的在 2.18-2.20 美元/磅。

（四）南非 Merafe 资源公司 2011 年上半年铬铁产量下降 4%
据消息，南非 Merafe 资源公司 2011 年上半年铬铁产量为 15 万吨，同比下降 4%，主
要原因是电炉的维修改造。Merafe 资源公司表示 2011 年第二季度欧洲铬铁的基准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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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8%，达到 1.35 美元/磅。
同时 2011 年 6-8 月为南非的冬季，考虑市场状况和电炉的正常维护，Merafe 的开工率
将仅为 50%，该公司将于 8 月初公布其中期销售业绩。

二、国内行情回顾
（一）铬铁
2011 年 8 月 8 日- 8 月 12 日，国内主要地区高碳铬铁价格走势（以山东，辽宁，上海，
四川高铬 50 基为例）如图 1：

图 1：国内主要地区高碳铬铁价格走势图（元/基吨）
富宝获悉，太钢 9 月高铬询盘价出台定为现金 8280 元/基吨，半承兑价格 8450 元/基吨。
供货数量未确定。
如图 1，国内铬铁市场平稳坚挺，高碳铬铁各地区主流报价在 8600 元/基吨。而就高碳
铬铁市场而言，成交低迷，多数铬铁生产企业仍以观望市场为主。南方地区限电使得部分地
区铬铁产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部分铬铁厂家惜货销售，造成市场现货资源也有所紧缺，
报价持续高位运行。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降级，欧洲债务危机卷土重来，市场担心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前景
再添不确定因素。 因投资者担心欧债危机可能升级并传言法国将继美国之后失去 3A 评级，
欧洲主要股指跌幅均超出 5%，银行股领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 月 CPI 同比上涨 6.5%，
创三年新高；PPI 同比上涨 7.5%，数据表明，通胀压力依然较明显。加之近日伦镍、股市暴
跌，市场宏观基本面较差，铬系市场压力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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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次欧美债务问题引发的全球股市大跌，对于铬市影响多大，铬市上下游都很关注。
部分厂家认为，受到伦镍以及不锈钢价格下跌影响，铬系很难独善其身，外盘报价波动必将
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
贸易商也改变之前惜售观望态度。有贸易商称，现在国内铬铁价格较为坚挺，厂家把目
光转向进口铬铁。成交不旺加之不锈钢价格下挫，以及外盘价格可能会走低，使得商家不得
不改变销售策略。开始积极报盘，伺机出售现货库存，以降低风险。
富宝了解到，近期很多商家都担心铬市受到股市冲击，钢厂 9 月招标价格价格可能会下
调。有商家表示，部分高碳铬铁厂家下调成交价，主要由于资金紧张，担心后期价格可能会
下调。贸易商都在积极报盘，降价促销。但也不乏资金充足的淡定者。连云港贸易商表示：
前期价格持续下滑都已经挺过来，目前不准备调低报价。
低微铬价格大幅上涨，低铬部分的地区价格报 15200 元/吨左右，微铬 V6 价格在 15500
元/吨左右。东北，四川地区报价混乱，厂家之间价格差最高达 500 元左右。大部分贸易商
都表示，手上现货不多，并且暂不考虑出货
氮化铬铁报价在 18000 元/吨。金属铬报 86000-87000 元/吨。

（二）铬矿
2011 年 8 月 8 日- 8 月 12 日，连云港铬矿价格走势（以土耳其，南非，印度为例）如图
2：

图 2：连云港铬矿价格走势图（元/吨度）
国内铬矿市场价格依然平稳，港口矿商报盘较为积极，但成交不多。连云港一矿商表示，
上海昊钰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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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外盘铬矿市场可能会受到冲击。目前国内港口库存较高，矿
商们对后市信心不足，出货意愿较强，成交也有所好转。
铬矿期货市场报价相对坚挺，部分矿种市场报价较前期有所上涨，但国内铬矿商对后市
有所担忧，近期订购期货相对前期有所减少。有贸易商透露，近期铬矿成交量不理想，贸易
商纷纷主动调低报价，促进成交。
8 月第二周，连云港土耳其 42%块矿均价 59 元/吨度；南非 44%粉矿均价 49 元/吨度；
印度 50%精矿 60 元/吨度。国内港口库存为 300 万吨左右，其中连云港库存保有量大约在
135 万吨，天津港约 67 万吨，上海港在 68 万吨左右。

三、国际行情回顾
巴基斯坦铬矿市场需求低迷，询盘明显减少，成交相对清淡。有矿商表示，受欧美债务
危机因素的影响，国际经济走势不佳，金属价格下滑以及不锈钢价格萧条，来自中国的铬矿
贸易商接盘较为谨慎，市场成交量平平。
阿曼铬矿市场近期成交相对比较有限。目前阿曼 36-38%块矿主流报价 240-255 美元/吨
(CIF), 32-34%块矿主流报价 200-220 美元/吨(CIF)。
南非供货商表示：“尽管全球股市下跌，但是铬系市场毕竟为实体经济，受到其影响需
要一定时间才会显现出来。因此，短期内铬系市场将保持现况。”
巴基斯坦供货商表示，受股市价格大跌影响，LME 金属价格全线下跌，经济形势犹如
2008 年崩盘时期。受其影响，短期内巴基斯坦铬矿报盘将会小幅下调”。
国际市场，欧洲战略小金属中国铬：13800-14000 美元/吨。8 月 10 日晚 MB 英国金属
导报金属铬 99%：12750（涨 500）-13500（涨 750）美元/吨；高铬美国 1.16-1.2 平美元/磅
铬，欧洲 1.13-1.25 美元/磅铬；低铬欧洲 2.25-2.35 平美元/磅铬。低铬美国（C0.05）2.46-2.55
平美元/磅铬，低铬美国（C0.1）2.25-2.3 平美元/磅铬。
铬矿即期（8 月 12 日）外盘报价：土耳其 42%块矿 300-320 美元/吨（CIF），伊朗 42%
块矿 295-310 美元/吨（CIF），南非精矿 44%270-280 美元/吨（CIF），印度 50%精粉 380-390
美元/吨（CIF），阿曼块矿 36-38%200-220 美元/吨（CIF），巴基斯坦 42%块矿 300-320 美元
/吨（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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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游行情
（一）不锈钢新闻
1.韩国浦项钢铁将在欧建不锈钢冷轧厂
据悉，韩国浦项钢铁(POSCO)将于 9 月下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伊兹米特建设不
锈钢冷轧工厂，这是在欧洲的第一个生产基地。该工厂将于 2013 年竣工，年产量为 20 万吨，
将成为抢占土耳其以及中东和东欧等市场的排头兵。
浦项以跻身全球三大钢铁企业为目标，正在积极扩大海外经营。2011 年，浦项几乎每
月都会公布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的消息。海外对象从中国、印度等国家扩至南美、印度尼西
亚、越南、泰国、土耳其和非洲等许多国家，正在打破“钢铁属于内需行业”的固有观念。
2.宝钢不锈钢热轧厂 7 月产量创历史新高
7 月份，不锈钢事业部热轧厂不锈钢产量达 13.96 万吨，创建厂以来新高。
据悉，2010 年，宝钢不锈钢事业部坚持“快利并举”的经营方针，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不断提升，经营业绩持续攀高，三年来首次实现碳钢和不锈钢全线盈利。其中，全年销售不
锈钢商品材 132 万吨，出口不锈钢产品 16.9 万吨。
3.俄罗斯上半年镍出口量同比下滑 17.3%
俄罗斯海关 8 月 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上半年该国镍出口量下滑 17.3%至 84,400
吨，出口额增长 0.6%至 22.1 亿美元。

（二）不锈钢行情
受美股下跌影响，不锈行情动荡较大，价格跌宕起伏，但是市场商家的出货意愿似乎并
不是很强。
不过 400 系市场价格表现依然较稳。钢厂资源到货基本暂告一段落，佛山市场各个规格
较为齐全，主流规格对外报价依然坚挺，不过市场实际成交依旧清淡。8 月已经步入中旬，
贸易商多是期待下游需求好转，近期仍将以稳为主。

五、后市预测
富宝分析认为，欧美经济债务危机卷土重来，给市场造成恐慌，全球股市暴跌，铬市也
难以独善其身。从近期情况来看，宏观面趋弱，铬系市场缺少支撑，此次上涨预期可能会减
弱。后期国内市场受外盘冲击，压力将逐渐增大。预计后期的市场供需面将会有明显转变，
上海昊钰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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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售现象将逐渐减少。

浏览全文点击下载(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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