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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地区电解锰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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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宝调研
中秋节后锰合金市场走势比较稳定，价格基本持稳，虽然现在
锰合金市场价格高，但电力紧张难缓解，价格运行稳定。北方的山
西地区、内蒙地区传出限电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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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内新闻
1．云锰集团握手泰北四省
上周末，在泰国清莱府府尹颂猜的率领下，泰国北部四府云南商务考察代表团赴昆明，参加由昆
明呈贡新区、云南云锰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经贸合作投资恳谈会。
泰国北部四府包括清莱府、楠府、帕府、帕瑶府。清莱府府尹颂猜∙哈塔雅坦提等参会。双方就如
何参与呈贡新区建设进行合作，以及双方如何就商业领域大开进出口之门进行了深入交流。
东南亚南亚经贸合作发展联合会主席、省人大原常务副主席牛绍尧、呈贡县县长缪军，云锰集团
董事长李永生等代表云南方发言。合作投资恳谈会成为云南与泰北四省拉开区位优势合作的全新开端。
缪军重点介绍了呈贡新区合作项目，特别是总投资 5.5 亿元的上海东盟大厦，目前工程进度已完
成 10%，以及一些低碳试点项目。李永生介绍，云锰集团近年来在东南亚国家成功运作了几个大型项
目，在泰国的投资就已有 7 个项目，第 8 个项目是想要到泰国北部投资橡胶和物流产业。
泰国清莱府府尹颂猜作为泰北商务考察团团长，代表考察团发言，他说呈贡新区有很大的魅力吸
引投资。清莱府将积极作为双方合作的桥梁，起好泰北四省带头大哥的作用。
泰北四府地理区位上，就与云南相邻，在交通上、物流上、副食品进出口上，都有不少的优势与
潜力可挖。泰北四府与昆明呈贡、云南云锰集团等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将致力于推进区域性大型合作
项目。

2．中信大锰积极扩产
中信大锰(01091)旗下四个锰矿总储量逾 1.13 亿吨，集团将继续提高长沟锰矿及非洲加蓬锰矿产
能，加蓬首批的 3 万吨锰已运送至广西售予下游客户，预计集团总矿产量可于 2012 年增加至 260 万吨，
而且未来发展重点将在南非等地。
除了锰矿开采，集团兼营下游加工业务，以垂直综合方式经营，有利提高成本效益。由于钢铁市
场需求强劲，电解锰等下游产品销售价量齐升，集团上半年收入上升 31.6%至 16.9 亿元，其中下游加
工收入占总收入 81.1%，而期内纯利大增 6.5 倍至 3.8 亿元。内地锰矿的品位普遍低于外国，而集团在
内地的三个锰矿，平均锰品位介乎 15.48%至 21.41%，低于在加蓬锰矿的高锰品位 33%。

3．7 月乌克兰进口锰矿石 6.9 万吨
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2010 年乌克兰锰矿石进口为 129.8 万吨，同比增长 46.5%，进口
额为 6.4 亿美元。 锰矿石出口为 12.1 万吨，比 2009 年增长 10 倍，出口额为 1280 万美元。
2011 年 7 月乌克兰锰矿石进口 6.9 万吨，同比减少 24.5%，进口额为 1923 万美元。 出口达 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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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同比减少 66.4%，出口额为 68.0 万美元。
2011 年 17 月乌克兰锰矿石进口 80.9 万吨，同比减少 11.3%，进口额 3.4 亿美元。出口 10 万吨，
比 2009 年同期增长 2.4 倍，出口额为 1240 万美元。

二、电解锰
9 月 13 日至 16 日，这周电解锰市场行情平淡，由于需求持续不足，价格弱势阴跌，虽然跌幅较
小，但市场信心明显较低。9 月 16 日南方电解锰厂家报价 1900019100 元/吨，市场价格近两日弱势趋
稳。
本周电解锰市场行情平淡，价格弱势趋稳，生产厂家对于电解锰的出厂报价调整不多，市场成交
量还是比较低，需求保持低迷，预计本周末电解锰价格波动不大。由于需求不足，价格近几日持续阴
跌，虽然价格下滑幅度小，但市场心态还是明显不那么乐观。另一方面，限电及工厂的低开工率继续
支撑当前的价格。下游不锈钢金九行情已经没有期待，短期内电解锰的市场需求将会继续低迷。
原料方面，这周硒市行情持稳，而二氧化硒价格几乎没有变化，98%二氧化硒价格在 775785 元/
千克。

图 1：全国主要地区电解锰价格走势图（2011.9.132011.9.16，单位：元/吨）

三、锰合金、进口锰矿
1．锰合金行情
9 月 13 日至 16 日，这周硅锰行情持稳运行，硅锰 6517 价格平稳，而硅锰 6014 及非标硅锰的价
格略有上调；高、中碳锰铁这周价格同样持稳运行。9 月 16 日，硅锰、锰铁价格稳定，南方硅锰 6517
出厂价格 90009300 元/吨，北方硅锰 6517 出厂价格 92009500 元/吨左右，南方硅锰 6014 不含税价格
在 74007450 元/吨。
这周锰合金价格保持高位，运行比较稳定，市场现货不多，需求不高，行情表现一般，在缺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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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预计未来锰合金的价格还将继续趋稳。下游钢材市场行情不好，旺季不旺，在成本较高的情
况下，对原料成本的控制谨慎，接下来的 10 月钢厂锰合金采购价格没有上涨可能。
中秋节后锰合金市场走势比较稳定，价格基本持稳，虽然现在锰合金市场价格高，但电力紧张难
缓解，价格运行坚挺，预计短期内价格都将保持当前趋势。据业内消息称，北方地区也开始限电了，
山西个别地区、内蒙都有要求厂家限电，限电力度还不清楚，不过可以确定此消息对当前硅锰市场价
格形成支撑。
数据方面，8 月国内硅锰产量 82.6 万吨，相比 7 月的产量下滑比较明显，限电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而 8 月粗钢产量同样比 7 月有所下滑，硅锰市场整体的供求情况变化不大，在缺电的作用下硅锰供应
仍然偏紧。

图 2：全国主要地区锰合金走势图（2011.9.132011.9.16，单位：元/吨）

2．锰矿及外盘行情
9 月 13 日至 16 日，这周锰矿市场整体仍然没有什么作为，不管是国产锰矿还是进口锰矿，从矿
商那里了解到价格基本没有多少变动，市场成交也没有好转。进口锰矿行情继续低迷，南方港口锰矿
成交清淡，高库存、低需求，行情好转希望渺茫，锰合金工厂继续受限电困扰，对进口锰矿的采购少。
北方港口进口锰矿市场询盘较好，虽然成交量不高，但北方港口的锰矿价格普遍比南方港口高。现在
国内港口进口锰矿库存仍然在 370 万吨左右。

四、国际行情回顾
锰合金方面，9 月初，美国市场低碳锰铁价格已经跌至 1.10 美元/磅，中碳锰铁和低碳锰铁价格越
来越接近。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大量来自除中国以外的亚 洲市场的货物大量流入美国市场，中低碳锰铁
的价格仍将下挫。某经销商表示：“占据市场份额的战争即将开始，但是也意味着低价格总能赢得市场。”
电解锰方面，欧洲电解锰市场 9 月初行情走稳。9 月 16 日中国电解锰出口 FOB 报价在 37003750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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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根据 MB 英国金属导报 9 月 14 日晚最新报价，电解锰报 35503700 美元/吨，欧洲高
碳锰铁报 880925 欧元/吨(含碳 7.5%，含锰 78%，标准级欧洲产)，美国高碳锰铁报 13001360 美元/
长吨(含碳 7.5%，含锰 78%，标准级，匹兹堡仓库交货价)，欧洲硅锰报 870920 欧元/吨(含硅 1425%，
含锰 6575%，块状，欧洲市场交货价)，美国硅锰报 0.6050.63 美元/磅。

五、下游行情
1．不锈钢行情
9 月 13 日至 16 日，201 方面，中秋过后，佛山带市 201 略显平静，节后第一天商家都比较淡定，
报价维持节前水平，以积极促成交为主。节后第二日下午市场便开始出现拉涨，其中清远青山 201 冷
热轧低/高铜钢带又率先一步上调 100 元/吨，成交趋好，其它钢厂则显得比较谨慎，一直处于观望阶段，
且市场 201 高铜货源更是长期紧缺。而随着镍价的高低起伏，201 始终岿然不动。鉴于生产方面，原
料成本的不断走高，电价的调整对钢厂加工方面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加之产品运输方面，钢厂承压
越来越明显，报价坚挺，一直是居高不下，不少窄带钢厂更是叫苦连连，纷纷表示要上调价格。笔者
认为，后期原料如果再持续上涨，加之市场成交趋好，钢厂对 201 的拉涨更加不会松动，价格上涨当
是必然。

2．钢材行情
9 月 13 日至 16 日，这周钢材市场跌幅放大，累计跌幅在 100 元/吨左右，在铁矿石下滑的推动下，
钢厂不断下调出厂价成为此番跌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西北市场，整体成交欠佳，本地区两大主导市
场西安、兰州库存均以增加为主，其中西安市场虽无钢厂政策推动，然在需求清淡，阴雨不断以及前
期库存不大的酒钢资源到货恢复，库存不断累积的压力下，整体心态悲观，多可议价成交，目前，龙
钢二级螺 Φ1625mm 规格甚至出到了 4730 元/吨，东北市场，本周累积跌幅每吨也在近百元，一方面
是到货情况有所改观，另一方面则是受成交欠佳的影响，库存不断累积，而华北、华东主导市场持续
下调的行情也使得市场恐慌情绪滋生，不乏低价抛货现象，而低价资源的进场也对大钢厂的报价有较
大的冲击。目前“金九”已过半，市场情况远低于前期预期，商家倍受打击，而期螺持续频繁振荡下行
的走势更加重商家后市看空的情绪，宏观方面，货币政策不见松动迹象，短期来看市场低迷情况难改。

六、后市预测
电解锰：电解锰市场行情平淡，价格弱势趋稳，需求保持低迷，9 月中重庆秀山地区厂家筹备复
产，后市仍不乐观。
锰合金：硅锰价格高位运行，钢材对硅锰的需求虽然有所下降，但限电使得硅锰供应仍然偏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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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电的影响下，预计未来硅锰的价格还将继续趋稳。下游钢材市场行情不好，旺季不旺，在成本较
高的情况下，对原料成本的控制谨慎，接下来的 10 月钢厂锰合金采购价格上涨可能性很小。
进口锰矿：进口锰矿行情继续低迷，南方港口锰矿成交清淡，高库存、低需求，行情好转希望渺
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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