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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将涨，买家采购态度较去年或更谨慎
近几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问题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随着新年的到来，钢材原料市场开
始好转。在成熟型经济市场，接下来两至三个月需求将保持强劲，由于金融形势依然堪忧，
许多买家不愿提前采购。
表观需求增长将受到抑制，原因在于买家对市场的警惕性和2011年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
及，当时市场库存过剩。近几个月中国等市场产量小幅降低，11月和12月减产力度相对偏
高。
供应过剩意味着现货市场价格疲软，尤其是欧洲市场，美国生产商新近提价效果显现，欧
洲市场或将于新年随之涨价。废钢价格在历经新近的下滑后出现反弹，铁矿石价格震荡不
稳，新价格尚未敲定。受全球钢材产量增加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两种原料价格或将于接下
来几个月上扬。

全球纵览
Pg 4

卷材市场评析
Pg 5

长材市场评析
Pg 6

中厚板市场评析

关于2012年二季度前景，如果需求足够强劲，欧美生产商将试图上调价格，但将避免去
年因过度采购而使得二季度价格出现下滑的情况。亚洲生产商将在新年后尝试提价，最近价
格走势疲软，如果产量增加，需求需要相应提高。

Pg 8

原材料市场评析

美国板材生产商似乎实现了大部分价格涨幅，在需求回落前，将继续抬高价格。欧洲板材
现货价格走势稳健，预计明年初将呈强劲走势，钢厂在发布官方新涨幅前需静待较长一段时
间。成熟型经济市场11月长材产品价格相对平稳，需求出现季节性疲软，但废钢价格的坚挺
走势将推动价格攀升。

Pg 9

全球产量快报
Pg 10

亚洲和其他地区相比遭遇经济危机冲击相对较弱，尽管如此，价格依然走势疲软，尚未随

关键问题是，一季度初表观消费量能否和实际产量相匹配，从而支撑价格攀升。
欧洲板材需求回升将有助于一季度价格走强，美国价格将延续上行走势，亚洲板卷价格保持平盘，一旦需求回暖，价格或
走高。除非废钢价格突然下跌，否则欧洲和美国长材产品价格将于12月或一季度上扬。亚洲废钢价格走势喜人，长材价格呈上
扬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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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其他地区出现反弹征兆。需求至少在1月末之前保持健康水平，届时亚洲将迎来新
年或春节假期。经济危机对中国市场带来的压力有所缓解，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推出
抑制通胀和刺激消费政策，产量和需求有望增加。长材产品消费量将延续喜人势
头，板材产品前景尚不确定。
中东政局持续震荡，许多传统出口商受到负面影响，尤其是土耳其市场，长材
产品需求开始回暖。独联体板材和长材产品出口价格均上扬，原因是买家等待价格
下滑，需求在历经几个月的平静期后开始增加。
一季度铁矿石季度和月度合同价显著下滑，但仍高于现货市场价格。11月大部
分时间铁矿石现货价格自10月末的低点开始平稳反弹，随着需求的增加，短期内价
格将保持坚挺走势。当现货价格低于季度合同价时，越来越多的客户在当前和供应
商的重新谈判中转向月度合同或现货价格。
四季度炼焦煤现货价格持续疲软，合同价格也再次下滑。如果需求增加，价格
或能稳健，澳洲恶劣的天气条件成为价格实现上扬的动力。11月废钢价格明显下
滑，目前随着回收量的减少而出现反弹。一季度价格将保持强劲走势，原因在于回
收量减少，需求保持平稳或增长态势。
未来三个月可能出现的状况如下：
 一季度初美国板材现货价格将持续稳步上扬。年初需求往往出现季节性增长，
但买家补充库存力度将不及2011年。市场已吸收新增产能，包括新投产产能，
但供应过剩仍是主要问题。如果今年末产量减少及进口量持续偏低，生产商或
将有能力提升一季度价格。

“亚洲和其他地区相比
遭遇经济危机冲击相对
较弱，尽管如此，价格
依然走势疲软，尚未随
着其他地区出现反弹征
兆”

“独联体板材和长材产
品出口价格均上扬，原
因是买家等待价格下
滑，需求在历经几个月
的平静期后开始增加”

 北欧板卷现货价格或将于12月得到巩固，预计一季度初将呈现坚挺走势。目前
尚未发布一季度价格，生产商或将试图提升2月或3月价格。12月和1月产量需
和需求实现平衡，尤其是当补充库存力度不足之时。
 11月南欧板材价格持续下滑，原因在于产量居高不下。预计新年前需求将保持
低迷态势，钢厂或许不会减少四季度产量，因此南欧一季度价格涨幅实现的脚
步较北欧将有所放缓。

www.sbb.com

“四季度炼焦煤现货价
格持续疲软，合同价格
也再次下滑。如果需求
增加，价格或能稳健，
澳洲恶劣的天气条件成
为价格实现上扬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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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亚洲进口板卷价格走势稳健。市场行情依然低迷，如果2012年初需求喜
人，价格或将上扬。在其他市场的影响下，12月价格有可能小幅攀升，春节期
间价格将保持稳健走势。
 中国12月板材价格或将保持坚挺走势，这缘于终端用户需求将于2012年初好
转。此外，四季度产量明显缩水，弥补了需求的不足。
 尽管需求平平，欧美12月和1月长材产品价格却呈坚挺走势，原因是产量相应
减少，废钢价格反弹。亚洲价格相对平稳，这缘于供应有限，废钢价格止跌反
弹。如果12月和1月季节性需求依然稳定，随着废钢价格的上扬，长材价格将

“北欧板卷现货价格或
将于12月得到巩固，预
计一季度初将呈现坚挺
走势”

攀升。
 继11月普遍上扬之后，品位63%铁矿石现货价格可能会继续小幅攀升，尽管11
月末价格回落至134-138美元/干吨。印度产品供应量增加，但官僚机构的拖延
作风依然存在。
 废钢价格在11月稳步下跌，但随着收集量下降，月末大部分市场上的价格开始
攀升。土耳其市场上，需求稳定推动价格水平上升，和美国国内价格走势一
致。欧洲价格水平同样在11月走强，随着进入新年后需求改善，价格有望继续
上涨。亚洲钢厂的废钢需求可能会在未来数月内增加，对出口地区带来价格压
力。

“尽管需求平平，欧美
12月和1月长材产品价格
却呈坚挺走势，原因是
产量相应减少，废钢价
格反弹”

世界范围内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全球制造业PMI等先行指标大多显示出
未来数月经济活动下滑迹象，但美国经济似乎坚挺，而欧洲金融危机则意味着更多
不确定性。供应链库存水平处于低位，终端用户需求可能会在新年之初略有改善，
届时将出现部分库存重建活动，但与上年比将更受限。
国际钢铁协会数据显示，10月全球产量略降，日产量降低2.4%，但实际月度产
量出现100万吨的增长。截至目前，2011年产量同比增幅为8.1%，全年产量预期仍
为15亿吨，除非未来两个月内减产幅度加大。中国月度产量继续下降，滑落至5470
万吨；2011年全年产量预测值目前约为6.9亿吨，同比增长近10%。大部分地区日产
量稳定，鉴于10月日期较长，这意味着实际产量出现增长。中国产量减少带动亚洲
地区总产量较9月下滑1%，但其他亚洲国家产量增长较为强劲。

www.sbb.com

“供应链库存水平处于
低位，终端用户需求可
能会在新年之初略有改
善，届时将出现部分库
存重建活动，但与上年
比将更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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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纵览
美国板材现货价格在11月中下旬稳步上升，最初的价格增幅被买家部分接受，
而随后的提价声明则巩固了上行势头。库存商需求再度提前，但终端用户承购量在
新年之前或将持续低迷。明年一季度初，表观需求应会改善，但一季度剩余时间不
可能出现强劲补货。欧洲市场上，价格在11月继续下滑，但生产商现已能够维稳价
格，计划在新年之初进行提价。亚洲销量依然良好，板材和长材价格在11月持稳，
但没有出现预期的价格走强迹象。中国国内的板材需求在11月走弱，不过产量下降
促成价格维稳。长材消费量依然较好，价格小幅走强。中国出口价格急剧下跌，以
维持在地区市场的竞争力，但现在已经企稳，或许将会回升。

热轧卷价格 美元/吨

美国市场上，卷材产品价格在
11月中上旬触底，随后开始回升，
首轮生产商提价被部分接受。价格
在进入12月之际进一步攀升，随后
的提价声明对价格上涨起到推动作
用。9月和10月产量水平居高，近
期新产能上线影响尤甚。中厚板价
格走弱，但只是较峰值水平小幅下
滑，螺纹钢价格则随着废钢价格走
势出现下跌。

欧洲市场板材价格在11月频现
缓慢下跌。欧洲生产商力图限制降
幅，但需求普遍不景气，产品供应
图1
量持续居高。任何提价尝试似乎都
在为市场带来支撑。10月产量水平并未下降，但进口量现已回落，因此价格最终应
会持稳，有望在新年趋于上行。

“世界钢铁协会数据显
示，10月全球产量略
降，日产量降低2.4%，
但实际月度产量出现100
万吨的增长 ”

“美国板材现货价格在
11月中下旬稳步上升，
最初的价格增幅被买家
部分接受，而随后的提
价声明则巩固了上行势
头”

亚洲热轧卷价格稳定，但冷轧和热镀锌卷价格在11月滑落。鉴于承购量应该会
在四季度达到顶峰，预计价格将会上涨。尽管需求走弱，但中国板材价格略有上
升，钢厂宣布提价以维稳现货市场。中国板材出口价格在11月急剧下跌，以在地区
市场保持竞争力，但现在应该会趋稳。

欧洲卷材出厂价 欧元/吨

长材需求依然居低，但欧美等
成熟经济体的需求在过去三个月内
保持稳定。欧洲价格在11月维稳，
有望在12月和1月上涨。由于废钢价
格下跌，美国螺纹钢生产商在11月
削减价格，但供应似乎和需求相
符，因此钢厂应该会在12月要求恢
复之前的价格水平并于明年一季度
上调价格。欧洲盘条价格在11月下
滑，或许会在未来数月走弱，直至
终端用户需求改善。

“中国板材出口价格在
11月急剧下跌，以在地
区市场保持竞争力，但
现在应该会趋稳 ”

H型钢、中型和大型型钢价格
普遍略有走弱，欧洲和亚洲价格下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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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尽管需求良好，但美国宽翼缘型钢成交价下跌，原因是钢厂奋力争夺市场份
额，试图在和进口产品的竞争中抢占先机。
美国市场上，受废钢价格下跌影响，盘条生产商在11月大幅降价。即使废钢价
格回升，生产商可能也会维持价格稳定，以抵制进口。美国小型型钢价格在11月走
弱，很可能在12月进一步下跌。

螺纹钢价格 美元/吨

东南亚方坯价格于11月稳步上
升，随着土耳其和独联体供应商提
供的出口量下降及废钢价格回升，
预计该地区方坯价格在12月会继续
上扬。
东南亚大部分成品长材进口价
格于11月小幅走弱，12月或进一步
下滑，明年一季度初将走强。螺纹

“由于废钢价格下跌，
美国螺纹钢生产商在11
月削减价格，但供应似
乎和需求相符，因此钢
厂应该会在12月要求恢
复之前的价格水平并于
明年一季度上调价格”

钢价格小有提升，但盘条价格松
动，小型型钢价格同样下跌。随着
社会保障房计划的继续实施，需求
保持坚挺，中国国内所有长材价格

图3

11月稳步上升。如果供需状况维持平衡，价格可能在春节之前进一步提升。
成熟市场上的库存水平似乎居低，现在来看属于正常。然而，继2011年失误之
后，库存商现在不会计划在新年之际大量补货。通常情况下，每年前几个月库存重
建会逐步出现，应该会促成更持续的价格走势。继近期提价成功之后，美国钢厂可
能会在新年宣布更多提价，但欧洲实际价格上涨在一季度后期之前无望实现。中国

“随着社会保障房计划
的继续实施，需求保持
坚挺，中国国内所有长
材价格11月稳步上升”

市场上，库存水平较高，房地产行业需求放缓可能会在春节之前推动板材产品库存
上升。
继10月急剧下跌之后，美国废钢价格11月维稳，收集量下降抵消了出口市场需
求疲弱的影响。随着出口需求改善，价格应该会在12月走强。如果钢厂维持产量不
变，国内销量将保持稳定。亚洲进口废钢价格稳定，将于12月上涨。如果进口货源
持续减少，价格或许会进一步攀升。土耳其进口价格大幅下降，随着出口商供应量
减少，价格于11月末逆转颓势，出现强劲反弹。

卷材市场评析

“通常情况下，每年前
几个月库存重建会逐步
出现，应该会促成更持
续的价格走势”

美国板材现货价降至低点后于11月下半月反弹。另外30美元/短吨的涨价似乎确
保了地区性上扬，价格持续上行，买家接受新价格，尽管其仍不确定较长时期的市
场走势。当月北欧价格继续下滑，而南欧跌幅更大，目前价格应已持稳。三个地区
的需求都很疲软，因为年底前许多买家一直在去库存化。11月亚洲价格持稳，需求
平平，但春节前市场心态会有所改善。

www.sb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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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美国热轧卷价格上涨30美元/短吨至650-660美元/短吨（717-728美
元/吨），这些价格很可能在12月及1月初进一步上扬。涨价能催生上扬势头，原因

热轧卷价格 美元/吨

产品（热轧卷）

11月

12月*

是买家采购力增强，但在一定程度

巴西国内运抵价 BRL/t

1960-2100 1960-2100

上，会引发库存过量的担忧。冷轧

中国上海当地价格 RMB/t

4130-4180 4190-4220

卷价格下滑，不过随即反弹至相同

中国出口价 FOB $/t

615-620

615-620

东亚进口价 CFR $/t

620-640

620-640

欧洲进口价 CIF 南欧港口 €/t

470-520

460-500

水平，11月底收于740-760美元/短
吨（816-838美元/吨），在生产商

日本国内 FOT ¥/kg

63-63

58-58

宣布上调价格前，实际需求疲软。

中东进口价 CFR $/t

630-700

590-670

热镀锌卷价格小幅下滑，之后涨幅

北美当地价格 FOB $/s.ton

620-660

650-680

更大，达780-820美元/短吨（860-

北欧当地出厂价 €/t

465-535

470-520

俄罗斯黑海出口价 FOB $/t

580-650

580-600

南欧当地出厂价 €/t

440-510

450-480

乌克兰黑海出口价 FOB $/t

570-590

540-570

11月

12月*

904美元/吨）。多数产品进口价下
跌，因为早些时候的价格水平不这
么具有吸引力，不过眼下可能已有

图4

卷材价格预测

产品（冷轧卷）

所变化。10月钢厂生产率维持在高

巴西国内运抵价 BRL/t

2560-2700 2560-2700

位，尚不明确11月和12月是否会有

中国上海当地价格 RMB/t

5170-5300 5150-5220

减产，因为新产能已全面上线。如

中国出口价 FOB $/t

690-705

690-705

东亚进口价 CFR $/t

680-740

680-730

欧洲进口价 CIF 南欧港口 €/t

525-600

525-570

北美当地价 FOB $/s.ton

720-770

740-790

北欧当地出厂价 €/t

525-612

525-585

俄罗斯黑海出口价 FOB $/t

685-710

670-690

南欧当地出厂价 €/t

530-600

530-570

乌克兰黑海出口价 FOB $/t

670-700

600-630

11月

12月*

果价格保持坚挺，1月产量甚至会更高。
11月北欧板材生产商现货价缓慢下行。10月日产量上涨，需在四季度剩余时间
内得以控制。12月价格仍面临压力，这缘于供应高于实际需求。新年内可能会有一
段时间库存重建活动，或将促使供需重返平衡。
北欧热轧卷价格跌至465-520欧元/吨（605-676美元/吨），而冷轧卷价格也降
至525-580欧元/吨（683-754美元/吨）。热镀锌价格大跌至520-550欧元/吨（676715美元/吨），所有卷材价格有望在12月持稳，之后会在一季度某刻上扬。
11月南欧卷材价格大跌。需求持续疲软，不过生产维持在高位。该地区新年的
终端用户采购是否会改善仍是个问题。目前热轧卷价格在460-500欧元/吨（598-650
美元/吨），这些价格或将在12月竭力持稳，除非实行减产。冷轧卷价格低至530570欧元/吨（689-741美元/吨），而热镀锌卷价格也暴跌至510-550欧元/吨（663715美元/吨）。

产品（热镀锌）
中国上海当地价格 RMB/t

5000-5050 5000-5050

中国出口价 FOB $/t

695-700

695-700

东亚进口价 CFR $/t

760-830

750-820

欧洲进口价 CIF 南欧港口 €/t

580-640

570-600

中东进口价 CFR $/t

850-900

820-870

北美当地价 FOB $/s.t

760-830

780-820

北欧当地出厂价 €/t

520-550

510-550

南欧当地出厂价 €/t

510-620

520-570

*SBB预测价格

东南亚11月热轧卷价格在620-640美元/吨，但或将于12月小幅走强。中国热轧
卷新近出口价大跌至615-620美元/吨 FOB，却可能无法在东南亚市场上维持竞争
力，钢厂或被迫进一步降价。11月东南亚冷轧卷价格大跌，热镀锌卷价格也大幅降
至760-830美元/吨 CFR，两者都很可能在12月持稳或小幅走软。

长材市场评析
11月亚洲螺纹钢价格小幅走高，而当月欧洲价格持稳，美国价格随废钢下滑。
欧洲11月小型型钢价格走低，很可能在12月持稳。建筑活动依然疲软，但过去数
月，生产水平似乎符合成熟市场实际需求。11月亚洲H型钢、小型型钢和盘条价格
小幅走软，或将在新年走强前的12月继续维稳。
11月欧洲大、中型型钢价格下滑至610-650欧元/吨（793-845美元/吨），12月
可能会再次走低。东南亚H型钢价格降至830-850美元/吨 CFR。11月底，美国宽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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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材价格预测

缘型钢价格跌至820-830美元/短吨（904-915美元/吨），或进一步大跌，因为钢厂
奋战市场份额，意阻止进口。

线材价格 美元/吨

产品（螺纹钢）

11月

12月*

土耳其出口价 FOB $/t

630-660

630-635

美国11月盘条价格亦大跌至

黑海出口价 FOB $/t

620-660

620-640

720-740美元/短吨（794-816美

东亚进口价 CFR $/t

元/吨）。11月美国螺纹钢价格

中国上海当地价格 RMB/t

下挫至730-750美元/短吨（805827美元/吨），但将于12月或1
月随废钢价格上扬，因为需求保
持坚挺。

630-650

640-650

4160-4260

4250-4280

欧洲当地运抵价 €/t

510-590

530-580

欧洲进口价 CIF 南欧港口 €/t

540-560

540-550

日本国内价格 FOT ¥/kg

55-55

50-50

中东进口价 CFR $/t

660-680

650-670

北美当地价格 FOB $/s.t

735-770

730-750

11月

12月*

产品（型钢）

欧洲11月螺纹钢价格止跌反

图5

东亚进口价 CFR $/t

830-850

820-840

弹至530-590欧元/吨（689-767

欧洲当地运抵价 €/t

610-650

600-640

美元/吨），12月和新年可能会

日本国内价格 FOT ¥/kg

74-74

69-69

小幅反弹。11月盘条价格持稳在

北美当地价格 FOB $/s.t

840-850

760-830

540-570欧元/吨（702-741美元/

产品（小型材）

11月

12月*

吨），一旦终端用户需求持稳，

中国上海当地价格 RMB/t

4400-4500

4400-4600

价格或将在新年上扬前的12月小

东亚进口价 CFR $/t

720-740

710-730

欧洲当地运抵价 €/t

570-610

570-610

北美当地价格 FOB $/s.t

860-890

845-875

11月

12月*

640-660

640-650

4400-4400

4350-4400

幅走低。

产品（盘条）

当月东南亚螺纹钢价格走高10美元/吨至640-650美元/吨

CFR。至东南亚的小

黑海出口价 FOB $/t

型型钢进口价小幅下滑至720-740美元/吨 CFR，而盘条进口价略低，为690-700美

中国上海当地价格 RMB/t

元/吨

东亚进口价 CFR $/t

690-700

680-700

欧洲当地运抵价 €/t

540-570

530-560

欧洲进口价 CIF 南欧港口 €/t

550-570

550-565

CFR。12月所有价格有望小幅走软，但如果需求依然坚挺，且废钢价格持续

改善，螺纹钢价格会上行。
CFR。11月初，独

日本国内价格 FOT ¥/kg

71-71

66-66

联体和土耳其材料出口价也有所上涨，但随后开始回落，土耳其产材料价格跌至580

北美当地价格 FOB $/s.t

720-790

720-740

11月东南亚方坯价格略微上扬，当月收于620-635美元/吨
-590美元/吨

FOB。一旦亚洲需求持稳，全球方坯价格将上调，因为全球会有更多

*SBB预测价格

买家竞争数量减少的材料。

中厚板价格 美元/吨

中厚板价格预测

中厚板市场评析
产品

11月，美国、欧洲和亚洲

中国上海当地价格 RMB/t

11月

12月*

4250-4350

4250-4350

的钢板价格大幅下跌，可能会在
四季度剩余时间内达到低位，但

独联体出口价 FOB $/t

650-730

650-700

美国除外。下调后的中国出口价

北欧当地出厂价 €/t

585-635

590-640

南欧当地出厂价 €/t

570-620

560-600

欧洲进口价 CIF 南欧港口 €/t

540-600

540-590

东亚进口价 CFR $/t

630-660

630-650

北美当地价格 FOB $/s.t

940-960

920-960

中国出口价格 FOB $/t

645-650

645-650

在亚洲市场上仍具竞争力，尽管
短期内出口商可能需要再次降
价。
11月美国商用级钢板价格
定期下调，持续了7月以来的下
跌趋势。需求持续走软，1月发
图6

www.sb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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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前没有任何库存建立，因此价格很可能在12月进一步走软，此后或将反弹。虽然
进口量有所下降，生产水平仍需符合实际需求。价格降低20美元/短吨至目前的940960美元/短吨（1036-1058美元/吨）。
北欧中厚板价格大幅下滑了60-70欧元/吨，交易价为585-635欧元/吨（761-826
美元/吨），12月可能持稳或走高。库存商削减了年底承购量，终端用户需求一季度
或回升，若产量与实际需求保持一致的话，新年价格或上扬。
南欧商品中厚板生产商称现货价格11月再度下滑，原因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需求
低迷，供应过剩。眼下价格为570-620欧元/吨（741-806美元/吨），除非产量减
少，否则未来数月价格将处于压力之下。
东南亚商品中厚板价格降至630-660美元/吨 CFR，若需求坚挺，12月价格或持
稳。中国产品出口价格环比剧降至645-650美元/吨

FOB，这在亚洲地区仍具竞争

力，但眼下价格可能被再度下调，亦或是出口商将不得不等待市场回升。

“库存商削减了年底承
购量，终端用户需求一
季度或回升，若产量与
实际需求保持一致的
话，新年价格或上扬”

原材料市场评析
11月多数地区废钢价格稳定，之后月底开始回升。月底前美国国内价格持稳，
但后上扬了30美元/长吨。美国价格曾走弱，原因是土耳其进口需求放缓，不过鉴于
国内承购量保持坚挺，眼下价格或走强。

废钢价格 美元/吨

北欧价格曾下滑，11月底
回升至先前水平。南欧废钢价格
持稳，但北欧下降。11月底东南
亚价格缓慢上扬，12月可能会持
续走强，原因是其他地区供应减
少。

“土耳其买家开始重建
库存，国际市场供应减
少，价格上扬。若成品
材出口量上升的话，土
耳其钢厂需求或进一步
增长，价格也将随之上
扬”

土耳其买家开始重建库存，
国际市场供应减少，价格上扬。
若成品材出口量上升的话，土耳
其钢厂需求或进一步增长，价格
也将随之上扬。
新年初废钢价格可能会走

图7

高，若全球钢铁产量持续增长，需求将上升。
11月美国1号优质废钢国内价格稳定在490-500美元/长吨，12月将上扬。碎废
钢价格较10月没有变动，为420-425美元/长吨。
北欧方面，碎废钢价格下滑了15欧元/吨，11月至280-300欧元/吨（364-390美
元/吨）。南欧价格没有变动，为270-300欧元/吨（351-390美元/吨）。欧洲碎废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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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价格 美元/干公吨

出口价格下落了5美元/吨，至
380-390美元/吨 FOB，若海外
需求持续增长的话，价格将走
高。
11月底亚洲废钢价格略
涨，HMS 1/2价格达440-450美
元/吨

“新年初废钢价格可能
会走高，若全球钢铁产
量持续增长，需求将上
升”

CFR。11月多数时间铁

矿石现货价格大幅上涨，但月
内余下时间及12月初有所波
动。若中国买家一直在市场里
的话，12月剩余时间及1月价格
或走高。10月价格大幅变动
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矿商和用
图8

户同意采用按月或周的定价模式

以跟随现货市场走势。11月现货价格尚未回升至季度协议水平，年内剩余时间可能
持续如此。
11月印度产63%铁矿石现货市场价格上扬，从135-136美元/干公吨升至148151美元/干公吨，之后回落至134-138美元/干公吨

CFR。短期供应量可能会增

长，这缘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矿商持续出口，印度产品出口量增长。新年铁矿石价格

“10月价格大幅变动
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矿
商和用户同意采用按月
或周的定价模式以跟随
现货市场走势 ”

或将上扬，特别是如果去年澳洲和巴西恶劣天气重演的话。
本季度炼焦煤协议价格有所下落，现货价格进一步降至238-245美元/吨 FOB澳
大利亚。除非澳洲恶劣天气再度引发问题，否则这样的疲弱态势将持续至一季度。

全球产量快报
国际钢铁协会月产量数据显示，10月全球产量环比约增长100万吨。9月天数较
少，因此10月实际日产量环比减少了2.4%。10月产量同比增长了6.2%。全球产量达
1.24亿吨，今年1-10月产量为12.576亿吨，同比增长8.1%。
欧洲产量略增60万吨，亚洲产量减少了70万吨，不过中国方面下落了200万
吨。其他多数地区产量小幅增长，独联体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实际产量有所增长。10
月欧盟27国产量为1530万吨，环比增长4%。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产量持续走
强，德国产量略高于9月。

“新年铁矿石价格或将上

扬，特别是如果去年澳
洲和巴西恶劣天气重演
的话 ”

欧洲其他地区，土耳其产量今年首度突破300万吨。独联体产量环比增长了
7%。俄罗斯产量增长了9%，乌克兰日产量稳定。
10月美国产量达730万吨，环比增长1%。该月南美产量增长2.4%，至410万
吨。巴西产量稳定在290万吨。
中国产量达5470万吨，环比减少了3.5%，同比增长了9.7%。印度日产量估计没有
变动，该月至620万吨。日本和韩国产量环比分别增长近7%和10%，逾600万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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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台湾产量估计下落5%，至165万吨。合计产量约1720万吨，同比增长了5%。
亚洲国家总产量达7800万吨，同比增长8.1%。10月该地区产量占到全球总量的
62.9%，远低于近几个月的比例。
10月 全球（中国除外）产量为6930万吨，今年前10个月产量为6.768亿吨，
较去年同期的6.4亿吨增长5.75%。

全球粗钢产量 （单位：千吨）
2011年8月

2011年9月

2011年10月

欧洲

25,146

26,947

28,284

- 欧盟27国

12,649

14,674

15,273

- 欧洲其他国家

3,034

3,213

3,326

- 独联体

9,463

9,060

9,685

北美

10,131

9,839

10,014

- 美国

7,438

7,233

7,294

南美

4,189

3,997

4,092

非洲

1,200

1,103

1,206

中东

1,677

1,661

1,715

亚洲

81,251

78,754

78,039

- 中国

58,752

56,700

54,673

668

626

630

大洋洲
全球总计

124,262

122,926

123,979

来源：国际钢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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