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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铁工业形势变化及面临的问题

□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一、２０１３年我国钢铁工业形势变化

（一）国内钢铁产量维持高位，产量增速

有所回升

２０１３年在国家稳增长政策带动下，我国

经济在经历了上半年增速下滑后，逐步企

稳，下游行业缓慢复苏，带动了钢材需求增

长，钢铁生产节奏也有所加快，产量保持相

对高位。２０１３年我国粗钢产量７７９０４万吨，

比上年同期增加５４５９万吨，同比增长７．５％，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２．８个百分点，日均

粗钢产量为２１３．４万吨，同比增长８．６％，粗

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整体来看，２０１３年我国各月粗钢产量均

呈现增长态势，但受到市场需求变化和钢材

价格波动的影响，产量增幅变化较大。粗钢

日产最高点出现在 ２月份，日产水平达到

２２０．８万吨的年内高位，３月份后随着市场供

给压力加大，钢材市场价格出现持续下滑，

钢厂生产节奏有所减缓，７月全国粗钢日产

水平降至２１１．２万吨，与２月份相比下降了

４．３％。三季度进入钢材需求旺季，钢厂加快

生产节奏，８～９月份国内钢铁产能保持快速

释放，粗钢日产水平分别达到了２１３．８万吨和

２１８．１万吨，分别环比回升１．２％和２．０％，粗

钢日产水平已接近了年初高位。进入四季度

后，由于前期产量增长过快，市场供给压力加

大，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尽管释放了多项改革

信号，但从短期来看对钢材市场刺激效果有

限，钢材市场价格持续下滑，企业生产节奏再

次放缓。四季度钢材月度日产水平整体呈下

降趋势，１０月、１１月和１２月粗钢日产水平分

别为２０９．９４万吨、２０２．９３万吨和２０１．１３万

吨，环比分别下降３．７％、３．４％和０．９％。

（二）“稳中求进”确保经济增长，钢铁消

费需求缓慢恢复

２０１３年，面对我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

中央提出了“底线”思维，各项“微刺激”措施

密集发力，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刺激作用，下半

年经济增长逐步企稳，也带动了下游行业复

苏，对钢铁需求产生拉动。四季度后，十八届

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一

方面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另一

方面也提出了“稳”、“改”结合的经济发展思

路，在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通过深化改

革来化解体制机制障碍，确保经济增长的潜

力充分释放，有利于钢铁需求持续增长。

２０１３年，伴随我国经济逐步企稳，建筑、

机械、汽车等主要钢铁下游行业也呈现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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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带动了钢材需求的增长。２０１３年，我国

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１０．９％，高于全国

工业平均水平１．２个百分点，１２月当月增长

１２．７％，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３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为２２１１．６８万辆和

２１９８．４１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１４．８％和

１３．９％，较２０１２年提高了１０．２和９．６个百分

点，增速大幅提升。受国际经济复苏缓慢、船

运市场低迷的影响，造船行业恢复仍相对较

慢，２０１３年我国造船完工量４５３４万载重吨，同

比下降２４．７％，降幅较２０１２年提高了３．３个

百分点，但承接新船订单量６９８４万载重吨，同

比增长２４２％，由去年同期的负增长转为正增

长，未来船运市场需求将逐步恢复。

２０１３年，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含重复

材，不考虑库存变化，下同）１０．２亿吨，同比增

长１１．２％，增速较２０１２年提高了４．３个百分

点，不考虑库存变化，扣除重复材后钢材实际

消费量６．９３亿吨，同比增长８．３％，增速较

２０１２年提高了４．７个百分点。

（三）钢材出口平稳增长，产品出口结构

发生变化

２０１３年，全球经济仍处于后危机时代的

缓慢恢复期，国际钢材市场需求仍相对疲弱，

我国钢材出口仍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增长。

２０１３年我国累计出口钢材６２３３．７５万吨，同比

增加６６０．５４万吨，增长１１．８５％。我国钢材出

口保持增长一方面是受到区域经济复苏拉

动，另一方面则是我国钢材出口产品的附加

值日益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２０１３年，作为我国传统贸易伙伴的美国、

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呈现恢复态势，对

我国钢材出口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同

时，金融危机后我国逐渐调整了外贸出口策

略，出口区域结构进一步优化，非洲、拉美、亚

洲周边新兴市场国家也成为我国重要的钢材

出口对象，２０１３年我国向东盟、中东和韩国出

口钢材３４３３．５２万吨，占我国钢材出口总量的

５５．０８％，其中向东盟出口钢材占比达２７．９５％。

同时，我国出口钢材产品附加值日益提

高，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有所增强。统计数据

显示，２０１３年我国出口钢材同比增长１１．８５％，

含微量合金的五种钢材出口量同比增长

２６．２７％。此外，镀锌板、镀铝锌板、镀锡板等

产品出口量也呈现１２％～５０％以上的增幅，

高于钢材产品出口的平均增长水平。我国钢

材产品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依然存在，钢铁

企业大力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出口钢材产

品价格优势凸显，增强了我国钢材产品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力。

（四）国内钢材价格低位震荡，钢铁行业

仍处于微利状态

２０１３年我国钢材价格整体处于低位弱

势运行态势，期间尽管受到下游需求恢复和

国家政策利好出现过短暂上涨，但在钢铁企

业产量快速释放的冲击下，市场供需矛盾始

终难以缓解，钢材价格也难以摆脱弱势运行。

年初受市场需求恢复的带动，钢材价格出现

短暂上涨，２月末国内钢材价格指数达到

１１１．１２点，环比上升２．９９％。３月份产量快

速释放，供求矛盾加剧，价格开始下降，３月

末国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下滑至１０７．０５点，

环比下滑了３．６６％。进入二季度后，钢材价

格继续保持下降态势，６月末国内钢材综合

价格指数降至９８．５２点，较２月份已经下降

了１１．３％。进入三季度后，国家稳增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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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开始发力，钢材价格开始有所回升，８月

末国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１０２．１１点，较６

月末回升了３．６％。三季度末由于钢铁行业

产能释放再次加快，市场供需矛盾加剧，钢材

价格上升势头被遏制，至９月末，国内钢材价

格指数为１００．５７点，环比小幅下降了１．５％。

进入四季度后，国内钢铁生产仍保持高

位，又即将进入需求淡季，钢铁市场供求矛

盾难以缓解，钢材价格仍维持下降趋势。统

计数据显示，１０月末国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

回落至９９．３４点，降幅为１．２２％，钢材价格

指数再次下降到１００点以下。进入１１月份

后，三中全会带来政策改善预期，市场资源

供应压力也有所减弱，同时铁矿石、焦炭等

原料价格维持高位也对钢材价格形成支撑。

１１月中，国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回升至

１００．０３点，较１０月末微幅回升了０．７％，反

映整个市场政策预期较强。但三中全会并

未给市场带来明显利好，经过短暂拉涨后，

市场交易重归平淡，钢材价格再次下跌。进

入１２月份后，国家加大了环保整治和淘汰落

后工作力度，钢铁生产有所放缓，市场供给

减弱。但由于是传统需求淡季，建筑用钢需

求减弱。至１２月末，国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

下跌至９９．１４点，环比下跌０．１９点。

从全年钢材价格的运行趋势来看，钢材

价格整体处于低位弱势运行态势，在钢铁产

能整体过剩的大背景下，钢铁企业也仍然处

于微利状态。２０１３年，纳入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统计的７７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利

润２２８．８７亿元，利润率为０．６２％，较２０１２年

提高了０．６６个百分点。２０１３年我国重点大

中型钢铁企业中１６户亏损，同比减少１０户；

亏损额为１１８亿元，同比减少６３．９％。

二、２０１３年我国钢铁工业取得的进步

２０１３年钢铁行业面临严峻的发展形势，

钢铁企业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结构调整

步伐，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在产品、技术、管理

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一）科技创新提升竞争力，用户需求引

导产品结构调整

２０１３年，面对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和下游

需求的始终疲弱，钢铁企业加快了自身的结

构调整，积极转变观念，以科技创新作为自身

应对市场挑战的重要手段。宝钢、鞍钢、武钢、

首钢和太钢等国内大型钢铁企业都结合企业

自身实际，建立起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

的技术中心整体水平和研发能力大幅提升。

钢铁工业已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１６个，工程

实验室５个，工程技术中心１２个，工程研究中

心１０个，企业技术中心３３个，创新型企业

１７个。

２０１３年钢铁行业产品创新亮点频现，产

品结构调整取得了新的突破，行业品种质量

持续改善。钢铁行业冶金产品达到国外先进

实物质量水平认定并获得“金杯奖”产品已

达５００多个，生产量占钢材总产量的比重达

到４０％左右。一些依赖进口的特殊品种钢

材成功实现国产化，宝钢生产的第三代汽车

高强钢实现全球首发；武钢、宝钢已能生产全

部高牌号取向硅钢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专

利技术；鞍钢直径５ｍｍ高碳钢拉丝线材轧制

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对极限规格线材生产

的垄断局面；首钢已生产出 Ｘ８０级超厚度管

线钢卷板；马钢生产的３５０公里高速铁路车

轮用钢即将进入试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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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解产能过剩力度加大，节能环保

取得新进展

２０１３年，钢铁行业面临同质化竞争日趋

激烈、盈利能力大幅下滑的困难局面，根源

在于钢铁产能的严重过剩，市场供求矛盾难

以根本解决。因此，在２０１３年无论是从国家

政策层面还是从行业发展角度，化解产能过

剩矛盾都已经成为行业转型发展的首要工

作，钢铁行业化解产能的任务目标也不断加

码。２０１３年４月份，国家公布淘汰落后产能

任务目标，２０１３年钢铁工业计划淘汰炼铁产

能２６３万吨，淘汰炼钢产能７８１万吨；７月份

工信部公布的钢铁行业首批淘汰产能企业

名单，其中涉及淘汰落后炼铁产能２７７万吨，

炼钢产能６９７．９万吨，淘汰炼铁产能总量已

经超过了４月份设定的全年淘汰目标。而

１０月１５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

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未来

五年压缩钢铁产能８０００万吨，分解到每年任

务量远超当前淘汰目标。截至去年末所涉及

淘汰落后产能的钢铁企业，均按照国家相关

要求展开了工作部署和落实，河北、山东、山

西、河南、辽宁等省份也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

工作力度。

同时，２０１３作为国家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的关键时期，广大企业按照绿色钢铁的要

求，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继续加大了对环保

的投入，环境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一批

企业通过节能环保投入实现增效，建龙集团

坚持向节能环保要效益，河北津西钢铁抓能

源创效，实现能源创效１．７亿元；德龙钢铁大

力使用节能降耗新技术，其中仅水渣微粉就

实现每吨增效近百元。２０１３年，重点钢铁企

业吨钢综合能耗、吨钢取水量分别降至５９１．７

千克标煤和３．５ｍ３，分别下降１．９８％和６．６％。

（三）转型发展持续推进，钢铁企业以质

增效

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

开，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为钢铁

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深

化改革过程中，钢铁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

资源、能源、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的调整，这

对处于生产经营困境中的钢铁企业意味着

巨大挑战，也倒逼钢铁企业必须积极推动自

身结构调整，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国家政策层面，２０１３年《关于加快推

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信息化和工业化深

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化解产能

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出台，明确了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

等工作的具体任务，指明了产业结构调整方

向，特别是明确了土地、金融、环保外部条件

在钢铁行业淘汰落后等工作中的制约作用，

对切实推进钢铁行业结构调整具有积极

意义。

同时，广大钢铁企业面临严峻的市场挑

战，开始由规模效益向品种质量效益转变。

按照“转方式、优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思

路，部分钢铁企业坚持以质取胜、以质增效，

盈利能力有所增强。华菱钢铁集团以品牌创

效等先进理念为指引，以市场导向进行多品

种钢材开发、钢材产品深加工，通过提升产品

质量赢取市场，在２０１３年实现扭亏为盈；南

钢在钢产量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提升品种质

量，生产高档次钢材，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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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利润大幅上升；兴澄特钢品种结构经过

“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三次调整，

目前高档、高利润品种的比例已经占产量的

三分之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四）以占领国际市场为目的，跨国产业

链建设向前迈步

２０１３年，在上游原燃料价格依然高企和

下游行业需求尚未恢复的情况下，钢铁企业

依然保持微利的运营状态，同时，发达经济

体制造业回归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对我

国钢材产品出口也形成制约。为打破资源

和贸易壁垒，钢铁企业加快了海外产业链建

设，跨国投资建厂取得显著成效。

２０１３年海外投资资源掌控方面仍在不

断推进，２０１３年初河北钢铁集团、天津物产

集团、俊安公司、中非发展基金共同组建的

中方联合体，跨国收购南非ＰＭＣ公司部分股

权，实现了钢铁企业与物流企业、金融机构

通过联合体的方式共同“走出去”实施投资

的新形式，有助于形成企业间的合力，发挥

各企业自身的专业优势，规避投资风险。４

月初，河北钢铁再次完成了与加拿大阿尔德

隆公司合作开发佳美铁矿石项目的投资合

作，以累计１．８２２亿加元的投资额获得了项

目２５％的权益，该项目投产后６０％产品将供

应给河北钢铁集团。同时，新兴铸管、天津物

资集团、武钢、鞍钢等企业海外矿山投资的

步伐也不断加快，尤其是鞍钢卡拉拉项目和

武钢投资的利比里亚邦矿项目分别于２０１３

年实现了投产，海外投资项目的效益开始

体现。

２０１３年，大型钢铁企业在巩固自身前期

海外资源投资成果的同时，为打破国际贸易

壁垒和实现国内产能转移，对外投资方面开

始呈现“多元化”趋势。部分大型钢铁企业

通过在外投资建厂、并购合作等形式向外转

移生产能力，开展多元化经营，增强企业应对

风险的能力。２０１３年武钢与中国特变电工能

源（印度）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在印度建

硅钢加工配送中心；河北钢铁唐钢与中鑫资

源携手在老挝投资建第一钢铁公司，为进一

步开拓东南亚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宝钢在韩

国建设的汽车板加工中心也在２０１３年正式

投产。

（五）钢铁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电子商务

快速发展

２０１３年，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钢

铁企业开始逐步加强对市场的直接参与，将

自身的定位逐步由钢材生产商向综合服务

商进行转变，特别是在下游需求不足的倒逼

下，钢铁企业加强了对终端用户的直接销售，

宝钢、鞍钢、河北钢铁、马钢等大型钢企纷纷

加大了自设钢材的直供比例，部分钢厂已将

销售计划中的直供比例提升到了７０％以上。

同时，伴随着国内电子商务和第三方支付业

务的快速发展，钢铁企业以现代钢铁物流园

为依托的“网络商圈”开始形成，众多钢铁企

业开始投入和参与电子商务发展，宝钢、沙钢、

河钢、中天、荣程、西林钢铁等一批企业都已经

把电子商务作为企业发展战略新的着力点，

同时一些现货交易平台也开始向电子商务平

台转型，对钢铁企业的营销模式和钢贸、物流

等企业的发展都带来深远影响，２０１３年也被

称为钢铁电子商务元年。２０１３年钢铁企业创

新发展多元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多元布局非钢产业，支撑钢铁企业

盈利提升

近年来，为应对市场挑战，各钢铁企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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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实行多元化发展策略，大力发展非钢产

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多种经营委员会统

计数据显示，近１０年来钢铁行业非钢产业投

入近７００亿元，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成为

钢铁企业盈利创效的重要渠道。２０１３年以

来，钢铁企业创新发展多元产业，积极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如马钢设置六大非钢产业

板块，明确各板块发展重点，加快实现由钢

铁主业依赖型向多元产业协同型转变；首钢

打造文化产业园，将搬迁后首钢老厂区发展

成为国内３Ａ级旅游景区，还在建筑工程、高

新技术、教育等领域广泛布局；武钢作为今

年国内发展非钢产业的典型代表，除投资海

外矿山、参股煤炭集团外，在金融、电力、房地

产以及高新产业和现代服务领域都取得了

较为理想的成果。可以看到，国内钢企涉足

的非钢产业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特点，并且部

分企业的非钢产业盈利超出钢铁主业，已经

成为支撑钢铁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

三、钢铁工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产能过剩严重，市场供求矛盾依然

难解

２０１３年我国粗钢产量为７．７９亿吨，同

比增长７．５％，而截至２０１３年底我国粗钢产

能已经达到１０．２亿吨，２０１３年我国粗钢产

能利用率为７６％，如果以８５％为合理标准衡

量，我国粗钢产能过剩约１亿吨，从绝对量上

来说相当于多出了日本全国的粗钢产能，综

合产能利用率、过剩绝对量和行业经营状况

可以看出，当前钢铁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

过剩。尽管我国钢铁生产水平和产销率维

持在高位，但钢材库存量较高，投资规模仍

保持在高位，新增产能无序扩张现象依然存

在，产能产量结构问题突出。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３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额

达到５０６０亿元，投资规模同比小幅下降，投

资总量依然偏大。特别是从投资结构来看，

炼铁、炼钢的投资比重有所回升，钢加工和矿

山的投资比重有所下降，非重点企业固定资

产投资仍保持高速增长。

（二）市场需求依然疲弱，钢铁行业未适

应经济转型发展要求

当前国家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

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和工业产品出口

交货值增速均同比回落，难以支撑钢铁产量

持续快速增长。２０１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由上年同期的增长１９．６％，增速回落０．１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同比增长１４．２％，比上年同期大幅回落１４．４

个百分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１８．５％，增速同比回落３．５个百分点，其中，

通用设备投资增速回落１０．１个百分点，专用

设备投资增速回落２７．１个百分点。建筑业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１．４％，较２０１２年大

幅下滑了２３．２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

比增长１９．８％，比上年同期有小幅提升。从

整体上看，主要用钢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基本上是回落的。而制造业方面，２０１３年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９．７％，增速

回落了 ０．３个百分点，除汽车产量增长

１４．８％高于２０１２年以外，主要用钢行业多数

增速下降，而钢铁产量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

长速度，可以看出钢铁行业还未能完全适应

这种新的形势变化。

（三）原燃料高成本，钢材低价格，企业

经营困难

２０１３年由于市场供求矛盾依然剧烈，钢

材价格也长时间处于低位徘徊阶段，同期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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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价格尽管也有所波动，但整体仍处于高

位运行态势，钢铁企业利润依然微博。２０１３

年我国进口铁矿石平均到岸价每吨为１２９美

元，较２０１２年同比小幅增长０．２％。进口炼

焦煤７５４２．４万吨，同比增长６６．８％，均价为

每吨１３１．３美元，下降９．９％，重点大中型钢

铁企业炼焦煤采购价格同比下降了 ２０％。

尽管钢铁企业通过降低炼焦煤采购价消化

大量减利因素，但全年原燃料、能源价格整

体上仍处于高位。而钢材价格总体呈现持

续下跌的态势，２０１３年底国内钢材价格指数

为９９．１４点，同比下降了６个点，降幅为５．９％。

八大主要钢材品种价格与２０１２年底相比，每

吨下跌少则近百元，最多的热轧板卷每吨下

跌４１９元。钢材价格过低和进口铁矿石价格

过高是当前我国钢铁行业困难的最主要原

因，钢铁企业通过增产摊薄利润的做法又进

一步加剧了市场降价竞争，企业生产经营更

加困难。

（四）企业负债率上升，资金紧张、经营

风险加大

近年来，伴随钢铁生产规模的扩大，钢

铁企业的负债水平也明显上升。截至到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末，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

资产负债总额３０８６２亿元，同比增加６．５８％，

同期资产增幅为５．６％，低于资产负债增幅。

２０１３年，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负债

率为６９．３６％，同比提升了０．６４个百分点，

与行业效益最好的２００７年末相比，企业资产

负债率上升了１２．０５个百分点。同时，２０１３

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同

比增长９．０３％，企业银行短期借款同比增长

１２．８６％，应付、应收账款同比分别增长

３．０１％和７．３４％。可以看到，我国重点大中型

钢铁企业负债增幅大于资产增幅，产成品资

金占用上升，短期借款大幅增加，反映企业资

金压力增大，经营风险提升。

（五）进口铁矿依存度高，铁矿资源保障

能力未见加强

与我国钢铁产业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

比，我国铁矿资源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铁

矿对外依存度高，资源保障能力依然较弱。

２０１３年我国进口铁矿石量为８．１９亿吨，同

比增长１０．２％，增速较２０１２年提高了１．８个

百分点，对外依存度为６７％。２０１３年我国铁

矿石原矿产量为１４．５亿吨，同比增长９．９％，

增长较为明显。但是国内矿山经过多年大规

模开采，浅部铁矿资源枯竭，部分矿山陆续转

入地下开采，且难选矿、低品位贫铁矿的利用

不断增加，采选综合边际成本升高，价格波动

较为剧烈，市场竞争力低于进口铁矿石。近

年尽管我国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海外

铁矿资源投资开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海外矿山投资见效慢，目前海外投资投产的

矿山尚不能惠及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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