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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钢铁行业发展环境与投资方向分析

□ 李新创

　　一、２０１３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

（一）世界钢铁生产

２０１３年，全球粗钢产量（全球累计产量

以６５个国家和地区占比 ９９％折算）达到

１６．０７亿吨，同比增长３．５％，再创历史新高。

１．分区域。全球粗钢产量增长动力主要

来自亚洲、中东和非洲，增幅分别为６．０％、

６．９％和４．７％；而大洋洲、欧盟２７国、独联

体、北美粗钢产量均出现下滑，降幅分别为

４．５％、１．８％、１．９％和１．９％。

２．分国家。从国家来看，２０１３年粗钢产

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仅中国、日本和印

度粗钢产量高于２０１２年同期，中国增幅达到

７．５％，印度达到５．１％，日本增长３．１％。扣

除中国内地后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粗钢

产量为８．２８亿吨，同比减少０．１％。中国粗

钢产量占世界的比重由２００１年１７．８％上升

到２０１３年４８．４％。

（二）国内钢铁生产

２０１３年我国宏观经济整体保持增长态

势，在国家稳增长政策带动下，固定资产投

资继续保持增长，汽车、机械、家电等钢铁下

游行业需求有所恢复，我国钢铁产品产量再

创历史新高。２０１３年，全国共生产粗钢７．７９

亿吨、生铁７．０９亿吨、钢材１０．６８亿吨，分别

同比增长７．５４％、６．２４％、１１．３５％；平均日

产量分别为２１３．４４万吨、１９４．２４万吨、２９２．５０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７．８３％、６．５３％、１１．６６％。

１．重点统计企业产量。２０１３年，重点统

计钢铁企业生产粗钢６．２９亿吨、生铁６．１１

亿吨、钢材６．１４亿吨，同比分别增长７．９９％、

７．２２％、８．４０％，粗钢和生铁的产量增幅略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钢材的产量增幅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２．９５个百分点；重点统计企业粗

钢、生铁、钢材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分别为

８０．６９％、８６．２５％、５７．５４％。

２．分地区产量。２０１３年，华北地区占全

国总的比重为３５．５％，仍是我国粗钢产量最

大的地区，但占比较２０１２年同期有所下降；

华东地区粗钢产量占全国粗钢年产量的

３０．７％，较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０．４个百分点；中

南地区粗钢产量占全国粗钢产量比重为

１３．５％，同比提高了０．６个百分点；东北地区

粗钢产量占全国粗钢产量比重为１０．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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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提高了０．４个百分点；西南地区粗钢

产量占全国产量比重 ６．０％，与 ２０１２年持

平；西北地区粗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为

４．１％，与２０１２年基本持平。

３．分品种产量。２０１３年全国主要钢材

产品产量同比均增长，其中管材和板材增幅

均不足１０％，其他品种增幅超过１０％。同比

增量较大的是钢筋、盘条（线材）、中厚宽钢

带、中小型型钢和热轧窄钢带；同比增速较

快的是电工钢、特厚板、铁道用钢等。

４．不同规模企业的产量。２０１３年各种

规模的企业均比２０１２年有较大增长，并呈现

出规模越大增幅越小、规模越小增幅越大的

规律。其中，增幅最小的是２０００万吨以上的

企业，同比增长６．３９％，增幅最大的是 ２００

万吨以下的企业，同比增长１８．７３％。

（三）钢材进出口

１．进口。２０１３年，我国进口钢材１４０７．８

万吨，同比增长３．１％；进口钢坯与钢锭６１．１

万吨，同比增长５２．１％；钢材和钢坯合计进

口１４６８．８万吨，折粗钢１５５８．７万吨，同比增

加６５．６万吨，增幅为 ４．４％。从进口品种

看，中厚宽钢带进口量同比增长２１．５％，热

轧薄宽钢带同比增长２２．５％，热轧板材进口

同比大幅增长是我国钢材进口量同比增长

的主要原因。进口来源国家和地区主要集

中日本、韩国等，合计进口量１２１６．２万吨，占

进口总量的８６．４％。

２．出口。２０１３年，我国钢材出口量６２３４

万吨，同比增长１１．９％，出口量前两位的品

种为板材和棒线材，分别为 ２７６４万吨和

１７１１万吨，占出口总量的４４．３％和２７．４％。

我国钢材出口目的地主要是韩国、越南、新

加坡、泰国等，２０１３年我国出口到印度、泰国

和韩国的钢材数量同比下降，降幅分别为

２７％、４．４％和２．３％，出口到其他国家钢材

数量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其中增幅前三位的

国家依次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分别为

５２．６％、４４％和２５．７％。

（四）国内钢材消费

２０１３年，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含重复

材，不考虑库存变化）达到１０．２亿吨，同比增

长１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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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分品种消费。就钢材表观消费量而

言，２０１３年我国消费长材４．９２亿吨，长材比

４８．２％，同比小幅上升；板带材４．３４亿吨，板

带比４２．６％，同比小幅下降；管材 ７１２１万

吨，管材比７．０％，同比小幅下降。

２．分地区消费。华东地区仍是我国最大

的钢材流入区域，其流入钢材量占钢材流入

总量的１／３以上。中南地区以广东为代表的

机械、汽车等制造业发达，板带材消费比例

高，板带材的流入量为５１０５．５万吨，占本地

区钢材流入量的５２．１％；西北地区的钢材流

入量最小，流入的主要钢材品种为长材，长材

品种占流入总量的６８．０％。

３．分行业消费。建筑行业仍是我国钢材

消费的主要领域，实际消费量３８１００万吨，占

５５．０％；机械行业１３３００万吨，占１９．２％；造

船行业１３５０万吨，占１．８％；汽车行业４６５０

万吨，占 ６．７％；家电行业 １０００万吨，占

１．４％；集装箱行业５２０万吨，占０．８％；能源

行业３１００万吨，占４．５％；铁道行业４８０万

吨，占０．７％；其他６７００万吨，占１０．０％。

（五）国内钢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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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以来，国内钢材需求仍呈一定的

增长趋势，但受供给能力过剩的影响，需求

的增长并未带来钢材价格的提升。从全年

平均价格水平看，冷轧薄板、镀锌板和无缝

管平均价格在４５００元／吨以上，比２０１２年平

均下降５．２％、５．０％和９．８％；其余品种价格

均不足４０００元／吨，但２０１２年这些品种仅螺

纹钢的价格低于 ４０００元／吨；２０１３年高线、

螺纹钢、角钢、中厚板和热轧卷板的价格下

跌幅度分别为９．４％、８．９％、９．５％、６．９％和

７．１％。

纵观全年价格变化，呈前高后低的走

势，除８月份外，其余１１个月的价格水平均

低于去年同期，全年钢材综合平均结算价格

同比下降３０８元／吨，降幅８．２１％，影响行业

减利２１００亿元左右。

（六）行业经济效益

据钢铁协会对大中型钢铁企业（占全国

产量的８１％）统计，２０１３年，我国重点大中型

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３６８７５．６亿元，同比

增长３．８９％；累计实现利润２２８．８６亿元，上

年同期为亏损１２．７０亿元；２０１３年资产总计

４４４９７亿元，同比增加５．６０％。尽管２０１３年

钢铁行业扭亏为盈，但整体盈利水平仍然较

低。重点统计的８６家企业中有１６家亏损，

亏损面为１８．６０％，亏损额为１１８．２５亿元，

销售利润率仅０．６２％，仍处于工业行业最低

水平。

（七）国内钢铁项目投资情况

２０１３年，钢铁工业（包括黑色金属矿采

选业、炼铁业、炼钢业、钢加工业，扣除了铸造

业和铁合金业）计划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５４３０．０５

亿元，同比增长６．０３％。２０１３年，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完成投资额５０６０．５亿元，

同比下降２．１％；其中民间投资３８７５亿元，

占全行业投资的比重为 ７６．６％，同比增长

１．５％，高于全行业投资增速３．６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细

分子行业中钢压延加工占全行业投资的比

重达到５２％；其次是炼钢业，占投资的比重

为１９％；黑色金属铸造占比１４％；炼铁占比

为７％；铁合金冶炼占比为８％。

从各地区钢铁项目投资看，河北、江苏、

辽宁、山东等产钢大省也是钢铁投资的主要

省份，前十大投资省份投资同比增长９．５％，

而其他省份投资同比则下降１５．１％。

二、２０１４年钢材需求预测分析

２０１３年，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经

济增速逐渐回升的背景下，机械、家电、集装

箱等钢铁下游行业发展增速放缓，造船行业

出现负增长，我国钢材消费量虽有所增加，但

增幅明显下降。２０１４年，国内外经济环境趋

好，仍难见明显好转，除造船行业发展维持

２０１３年发展水平外，其他行业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长，因此，钢材需求量将继续小幅增加。

（一）下游行业需求预测

根据对下游行业调研分析，采用下游行

业消费法，预测 ２０１４年我国钢材需求量约

７．１５亿吨，其中：建筑行业钢材同比增长

３．１％，消费量达到３．９３亿吨；机械行业钢材

消费同比增长５．３％，消费量将达到１．４亿

吨；汽车行业钢材消费同比增长８．０％，需求

量为５０２０万吨；其他行业都略有增长。

（二）数学模型预测

采用数学模型法，对历年钢材实际消费

量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相关性进行拟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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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２０１４年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基础上，利用

模型预测２０１４年钢材需求量为７．２５亿吨。

（三）钢材消费系数预测

采用钢材消费系数法，跟踪分析近几年

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均为不变价

格）与钢材实际消费量之间的消费系数关系

的变化规律和特点，预测２０１４年中国钢材需

求量为７．１８亿吨。

综合三种方法加权测算，２０１４年我国钢

材需求量７．１８亿吨，同比增长３．６％。

三、２０１４年钢铁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２０１４年钢铁行业的未来仍然充满挑战：

企业微利经营具有长期性，提高盈利能力任

务艰巨；化解产能过剩的工作相继展开，转

变发展观念势在必行；环保政策日趋严格，

将加速淘汰违规企业退出市场；信贷环境依

然不宽松，企业的财务风险和资金状况令人

担忧。这些难题依然困扰着多数钢铁企业，

给转型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和压力。具

体来看，以下四个方面因素须重点关注。

（一）经济领域全面改革深化提速

２０１４年将是我国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全面推进改革的关键一年，三中全会明

确提出深化改革的路线与方式，核心在于处

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经济结构以市场为

导向的“战略性调整”，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抓手。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

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

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努

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

钢铁行业只有真正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走出困境。

（二）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将加大推进

步伐

每一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对

利润的追逐，在利润高的时候，都会吸引大量

的投资，而导致产能过剩，之后优胜劣汰，行

业获得整体进步，这是市场发展的规律和必

然的过程。当前中国钢铁行业出现的产能过

剩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工业化发展

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

段性特征，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工业存在的深

层次、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有市场经济的一般

或共性特征，也有其特殊性。究其原因，主要

是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体制改

革尚未到位、投资管理体系不合理和退出机

制不健全等几方面因素造成的。

２０１４年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地方实施

方案将陆续出台，国家、地方将加大化解产能

严重过剩、大气污染防治、淘汰落后等工作力

度，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将带动钢铁行业转

型升级的步伐。

（三）环保能源约束进一步增强

２０１３年９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对２０１７年前大气污染治理给出

了详细治理蓝图，并对各省市降低ＰＭ２．５浓

度提出具体要求，对各行业提出细分要求，并

提出到２０１７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

低到６５％以下，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钢铁工业

将执行新版污染物排放标准，如《钢铁烧结、

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炼焦化学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炼铁工业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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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标准》、《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等。这些新标准的实施将大幅度降低烟

粉尘排放量。整体来看，针对钢铁行业的环

保要求将更加严格，倒逼企业加大环保投

入，加速环保不达标的企业退出市场。

（四）信贷紧缩加剧生存压力

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收缩，我国的

信贷政策也从宽松转为中性。２０１３年陆续

出台的治理银行信托、理财产品和治理“影

子银行”的措施，会在２０１４年显现威力。信

贷收紧和利率市场化造成的融资成本上升，

会进一步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打击资金链

脆弱的企业，客观上迫使钢铁企业收缩投资

和生产规模。

四、钢铁行业投资重点方向

面对２０１４年的挑战和机遇，在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体部署下，钢铁行业将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转

型升级，投资重点方向主要如下。

（一）加大环保节能投入

目前生态环境脆弱，空气质量令人担

忧，雾霾天气频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

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环

保工作是当前发展第一要务，要把环境保护

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受国家政策的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将加

快节能技术装备升级换代，推动重点领域节

能增效；提升环保技术装备水平，治理突出

环境问题；发展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装备，提

高资源产出率。随着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升

级，我国将推广烧结（球团）脱硫脱硝装备、

高效袋式技术装备、废水深度处理技术装备；

全面推广捣固炼焦、高温高压干熄焦、转炉煤

气干法除尘、转炉煤气和蒸汽高效回收利用、

加热炉蓄热式燃烧等技术和装备。

（二）发展电子商务，转变商业模式

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转型发展，加快工

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必然给传统钢铁

产业带来巨大的变革，电子商务势必成为钢

铁行业升级的必经之路。河北钢铁交易中心

成功试运行后，宝钢股份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

日正式推出上海钢材交易中心。此外，马钢

股份、武钢股份、沙钢股份及华菱钢铁等均在

积极部署电商平台。

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是企业商业模式的

创新和转型，对钢铁产业采购模式、营销模

式、管理模式、盈利模式带来转变。通过电子

商务平台的整合、组织协调或行业规则移植

等功能，不断拓展钢铁物流产业链。

（三）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２００１年以来我国钢铁产业快速发展，大

量新企业进入钢铁领域，产业集中度逐步下

降，而２００６年后我国钢铁产业兼并重组进入

一个高峰期，产业集中度开始稳步升高，至

“十一五”规划末期、“十二五”规划初期达到

高峰，进入“十二五”规划期我国钢铁产业重

组步伐放缓，随着大企业产量增长减弱，钢铁

产业集中度又呈现了下降趋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将成为国企改革方向。混

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

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

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

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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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来几年国有钢铁企业及其内部子公司

产权改革的方向，企业的治理结构、决策体

系、商业模式、考核机制都将发生变化。同

时，混合所有制也为资本进入和退出钢铁行

业提供了通道，为钢铁产业的市场化重组，

促进国有、民营钢铁企业融合发展，淘汰落

后提供体制基础。

（四）加快产品升级、延伸产业链

当前钢铁行业面临产能结构性过剩，市

场竞争激烈，钢铁主业利润微薄的形势下，

为提高企业效益，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延

伸产业链，实现产品的增值服务，完成由钢

铁材料生产商向钢铁材料综合服务商转变，

已成为钢铁企业的必然选择。在国际上，美

钢联、蒂森克虏伯等世界著名钢铁集团，其

非钢收入均已接近或超过钢铁主业。国内

大型钢铁企业在向下游延伸链建设方面也

取得较好成绩，如鞍钢利用其船板生产优

势，向造船产业延伸，与大连船舶重工合资

新建了国内第一家专业化的造船钢材加工

配送企业，实现了与下游用户共同抵御市场

风险，鞍钢获得了稳定的市场，大船重工获

得了稳定的原料供应，合资公司在中间起到

了连接纽带作用；未来，国内钢铁企业还需

要从更大广度，更高层次，更长远发展来制

定延伸产业链，实现差异化竞争优势，最大

化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五）构建综合平台，促进国际化发展

近年来，我国钢铁企业“走出去”步伐日

益加快，海外投资规模逐渐增加。但由于我

国钢铁行业海外投资起步晚，总体水平还比

较低，特别是在外部投资环境恶化的同时，

还存在着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服务水平较

低、境外投资行政审核程序复杂、缺乏对境外

企业财税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跨国经营鼓

励和支持政策等内部环境的挑战。

为破除目前钢铁企业国际化瓶颈，政府

相关部门应牵头组织推进钢铁企业与汽车、

家电、装备制造等下游企业协同实施“走出

去”战略，对上下游协同推进国际化发展的

企业给予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简化海外

投资项目手续办理。引导国内钢铁企业在国

外实施重组，与其他国家企业合作在国外建

设项目，鼓励国内钢铁企业在国外建设钢材

加工配送中心及科技研发中心。加强引进、

挖掘和培育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同时要加

强“走出去”风险防范，建立风险评估预警机

制。另外，适时逐步向外资开放对钢铁领域

投资的管控，提高其参与中国钢铁产业建设、

兼并、研发等方面的自由度，增强市场活力。

（作者系中国钢协常务副秘书长、冶金工业

规划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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