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稿）谁捅破了钢铁“泡沫”

———从螺纹钢期货1510主力合约说开来

本报记者 官平

早该知道，泡沫一捅就破。 上海螺纹钢期货1510主力合约（简称RB1510）不辛遭遇这一幕———2015年7月8日，当时钟定格在15时00分，RB1510以创上市以来新低的每吨1891元的价格封死在了跌停板上。

从2011年以来，螺纹钢的价格就像决堤的水库一样，狂泄不止，因此“泄洪”的场面也令中国钢铁业感觉正常。 不过，严重的可能还在后头，随着经济增速持续回落，房地产等下游需求可能降至“冰点”，逾11亿吨产能和偌大的库存几乎压垮整个行业，“白菜价”的现实令不少钢企正面临严重亏损与出局的尴尬。

钢价比20年前还低

炎炎夏日，钢材市场却异常“寒冷”，下游需求进入了极度低迷状态，钢铁业的寒冬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3年粗钢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7.1%，2014年同比下降3.29%，2015年1-5月份同比下降5.1%。 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进入峰值区的特征明显，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已经成为历史。

与此对应的是，粗钢产量也在开始下滑。 今年1-5月份，全国粗钢产量3.4亿吨，同比下降1.6%，这是近20年来粗钢产量首次下降，而去年同期为同比增长2.71%，2014年很有可能是我国粗钢产量进入峰值区的标志。

目前，中国人均粗钢产量已经超过600公斤，按照发达国家粗钢产量变化趋势的一般规律推测，中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以后，将在峰值附近波动，一定时期以后呈现下降趋势。

一国内大型钢厂负责人表示，“螺纹钢都跌到1900元/吨了，以前说白菜价，现在钢材连1元 /斤的白菜价都不如。 ”

这是钢铁业面临的尴尬，近三四年来，钢材价格持续创出新低。 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国内市场钢材价格一路下跌。 2014年，从年初的99.14点下跌至年底的83.09点，降幅16.2%。 进入2015年，下跌趋势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更加剧烈，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从去年底的83.09点跌到6月末的66.69点，降幅19.7%。

今年以来，钢材价格指数降幅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降幅。 钢材价格指数持续突破有指数记录以来的低点。 中钢协数据显示，6月末平均价格与上年末相比，冷轧薄板每吨下降853元，镀锌板每吨下降851元，热轧卷每吨下降704元，螺纹钢每吨下降595元，高线每吨下降564元。

显而易见，钢价的低迷，受伤的是钢铁企业。 中钢协7月9日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会员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加剧。 1-5月份，会员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3万亿元，同比下降16.9%；实现利税322.21亿元，同比增长1.18%；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为5.28亿元，而主营业务亏损164.81亿元，增亏103.61亿元；亏损企业40户，占统计会员企业户数的39.6%，亏损企业产量占会员企业钢产量的35.99%；亏损企业亏损额149.59亿元，同比增长40.45%。

业内人士表示，从2007年以来，由于大宗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而钢材价格的上涨要低于原料价格的上涨，导致钢铁行业盈利水平不断下降。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阅到的数据显示，从重点大中型企业利润情况看，2007年以来销售收入利润率逐年下降，2007年至2009年分别为7.26%、3.23%、2.46%。 2010年小幅回升至2.91%，仍远低于全国工业企业6.2%的平均水平。 2010年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利润897亿元，其中实现利润前20名企业的利润约占83%左右，宝钢一家利润约占26%左右，而大多属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行业盈利水平总体不容乐观。

铁矿石“惹的祸”？

现如今，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也下来了。 过去，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涨，严重侵蚀了钢铁企业利润，但如今生产成本下降了，钢铁业的利润更不如前了。

截止7月10日，大连铁矿石期货1509主力合约价格报收每吨372元/吨，较2013年底已经下降逾60%。 不过，铁矿石价格的下行可能还尚未停止。

7月4日上午，随着中国矿运旗下的40万吨“远卓海”轮在青岛港董家口港区靠泊作业，青岛港成为国内首个具备40万吨散货船直靠能力的码头，这也使中国港口散货码头等级从30万吨提升至40万吨。

作为巴西淡水河谷4艘40万吨超大型矿石船之一，长360米、宽65米的“远卓海”轮装载加斯巴粗粉35.1万吨首次靠泊中国港口。

据青岛港相关人士向本报记者介绍，青岛港是中国最重要的矿石进口接卸基地，每年铁矿石接卸量超过1亿吨，客户遍布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等地的100多家钢铁企业。

分析人士表示，在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跌的背景下，淡水河谷等铁矿石矿山巨头并未有减产计划，甚至表态要增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铁矿石市场遭受更大的供应压力。

不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近期宣布，受铁矿石市场价格低迷影响，其位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两座高成本、低品质铁矿将于7月临时性停产一个月。

对此，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表示，虽然淡水河谷也宣布了将通过其它矿增产来弥补这部分产能，但至少向我们传递出一个信号，即这下大矿也离边际成本不远了，铁矿价格继续下跌空间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钢价、矿价的下跌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生意社分析师何杭生表示，可以看出，当前国内钢价的持续下跌已经严重拖累了矿石市场的下行；而矿价的下跌，又使得钢价支撑力度减弱，加剧了钢价跌势。 如此恶性循环，市场又将在7月形成新的一轮大跌走势。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营销管理部王雷也表示，虽然近期稳增长政策密集推出，但供给端和需求端表现都与预期背离，社会库存与钢厂库存双升，需求极度低迷，市场心态悲观。 目前钢材价格已接近或打破钢厂成本线，预计后期检修减产将逐步增多，供需矛盾有望缓解 ,但受高温多雨气候对施工的影响，下游需求难有起色，预计7月份钢材价格仍将继续探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增速同比回落5.8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5.1%，增速同比回落9.6个百分点；全国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0.3%，增速同比回落4.6个百分点。 全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39个月下降，而钢铁产品则连续43个月下降，钢铁行业触底回升仍需时日。

“寒冬”熬不得

可以看到，RB1510价格已经刷新上市以来新低，并且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价格还低。 钢铁业似乎难逃这样的事实：在当前供需矛盾失衡的局面下，为了现金流，不少钢厂减产检修依然犹豫，尤其是国内主要钢铁企业集中地河北、江苏地区的钢厂高炉开工率依然维持在高位。 而最近全国钢材社会库存连续出现反弹，市场供应压力并未出现减缓迹象。

近日，中钢协会长、鞍钢集团董事长张广宁透露，钢铁企业之间效益分化加剧，一部分企业在当前最困难的时期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有一部分企业资金短缺，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少数企业生存难以为继，面临出局的危险。

数据显示，1-5月份，盈利前10名企业合计盈利123亿元，同比增长130%；亏损前10名企业合计亏损116亿元，同比增长71%，企业间的差距正迅速拉大。 效益越好的企业提质增效力度越大，效益越差的企业提质增效的力度越小。

特别的是，张广宁还指出，仅炼钢生铁制造成本一项，企业间的差距每吨就高达500-900元；效益好的企业吨钢盈利超过200元，效益差的企业吨钢亏损超过1000元；在劳动生产率方面，部分企业年人均产钢量在1000吨左右，年人均钢材销售收入高达三四百万元，而有些企业年人均产钢量不足200吨，年人均钢材销售收入只有四五十万元，5-10倍的差距反映出很多问题。 效益好的企业，有的是品牌及质量优势明显，单品售价可以高于其他企业2000多元，有的是经过长期的改革创新、转型发展，进入行业困难时期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有的是持续降本增效，取得了全生产要素效益最大化。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全行业处于盈亏边缘，企业经济效益分化明显，部分企业经营风险加大，特别是资金风险更加突出，多数企业还面临着银行压贷、抽贷、限贷等困难，资金链异常紧张，因此，防风险首要的就是要保证资金链不断裂。

张广宁坦言，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要主动调、主动转，早调早转早受益。 钢铁企业领导不要过多纠结于短期的困难与得失，要认识到结构调整必将伴随着痛苦的探索和挣扎过程，经历过风雨才能见到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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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是促进经济调

结构、转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实后盾。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正在为河

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对近期证券市场出现的异常波动，全体河

北上市公司坚定不移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

变，为此共同倡议如下：

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推动包括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

各方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

二、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加快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着力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持续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回

报水平。

三、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重视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投

资者对公司的认知，增强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

我们将以实际行动坚定股东信心，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与社会各界携

手共筑资本市场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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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上市公司关于共同维护资本市场

健康稳定发展的倡议书

2015年7月13日

河北上市公司（排名不分先后）：

“寒冬”熬不得

可以看到，RB1510价格已经刷新上市

以来新低，并且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价格

还低。 钢铁业似乎难逃这样的事实：在当前

供需矛盾失衡的局面下，为了现金流，不少

钢厂减产检修依然犹豫，尤其是国内主要钢

铁企业集中地河北、江苏地区的钢厂高炉开

工率依然维持在高位。 而最近全国钢材社会

库存连续出现反弹，市场供应压力并未出现

减缓迹象。

近日，中钢协会长、鞍钢集团董事长张广

宁透露，钢铁企业之间效益分化加剧，一部分

企业在当前最困难的时期仍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也有一部分企业资金短缺，经营出现

严重困难，少数企业生存难以为继，面临出局

的危险。

数据显示，1-5月份，盈利前10名企业合

计盈利123亿元，同比增长130%；亏损前10名

企业合计亏损116亿元，同比增长71%，企业

间的差距正迅速拉大。 效益越好的企业提质

增效力度越大， 效益越差的企业提质增效的

力度越小。

张广宁还指出，仅炼钢生铁制造成本一

项， 企业间的差距每吨就高达500-900元；

效益好的企业吨钢盈利超过200元，效益差

的企业吨钢亏损超过1000元； 在劳动生产

率方面， 部分企业年人均产钢量在1000吨

左右， 年人均钢材销售收入高达三四百万

元， 而有些企业年人均产钢量不足200吨，

年人均钢材销售收入只有四五十万元，

5-10倍的差距反映出很多问题。 效益好的

企业，有的是品牌及质量优势明显，单品售

价可以高于其他企业2000多元， 有的是经

过长期的改革创新、转型发展，进入行业困

难时期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有的是

持续降本增效， 取得了全生产要素效益最

大化。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全行业处于盈亏边

缘，企业经济效益分化明显，部分企业经营风

险加大，特别是资金风险更加突出，多数企业

还面临着银行压贷、抽贷、限贷等困难，资金

链异常紧张，因此，防风险首要的就是要保证

资金链不断裂。

张广宁坦言，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等不

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要主动调、主

动转，早调早转早受益。 钢铁企业领导不要过

多纠结于短期的困难与得失， 要认识到结构

调整必将伴随着痛苦的探索和挣扎过程，经

历过风雨才能见到彩虹。

谁捅破了钢铁“泡沫”

———从螺纹钢期货1510主力合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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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官平

早该知道，泡沫一捅就破。上海螺纹钢期货1510主力合约（简称RB1510）不幸遭遇这一幕———2015年7

月8日，当时钟定格在15时00分，RB1510以创上市以来新低的每吨1891元的价格封死在了跌停板上。

从2011年以来，螺纹钢的价格就像决堤的水库一样，狂泄不止，因此“泄洪” 的场面也令中国钢铁业感觉

正常。 不过，严重的可能还在后头，随着经济增速持续回落，房地产等下游需求可能降至“冰点” ，逾11亿吨产

能和偌大的库存几乎压垮整个行业，“白菜价”的现实令不少钢企正面临严重亏损与出局的尴尬。

钢价持续下行

炎炎夏日，钢材市场却异常“寒冷” ，下

游需求进入了极度低迷状态， 钢铁业的寒冬

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

2013年粗钢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7.1%，2014

年同比下降3.29%，2015年1-5月份同比下降

5.1%。 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进入峰值区的特

征明显，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已经成为历史。

与此对应的是，粗钢产量也在开始下滑。

今年1-5月份，全国粗钢产量3.4亿吨，同比下

降1.6%，这是近20年来粗钢产量首次下降，而

去年同期为同比增长2.71%，2014年很有可

能是我国粗钢产量进入峰值区的标志。

目前，中国人均粗钢产量已经超过600公

斤， 按照发达国家粗钢产量变化趋势的一般

规律推测，中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以后，将在

峰值附近波动，一定时期以后呈现下降趋势。

一国内大型钢厂负责人表示，“螺纹钢都

跌到1900元/吨了，以前说白菜价，现在钢材

连1元/斤的白菜价都不如。 ”

这是钢铁业面临的尴尬， 近三四年来，

钢材价格持续创出新低。 数据显示，自2014

年以来，国内市场钢材价格一路下跌。 2014

年， 从年初的99.14点下跌至年底的83.09

点，降幅16.2%。进入2015年，下跌趋势不但

没有减缓，反而更加剧烈，钢材综合价格指

数从去年底的83.09点跌到6月末的66.69

点，降幅19.7%。

今年以来， 钢材价格指数降幅已经超过

去年全年的降幅。 钢材价格指数持续突破有

指数记录以来的低点。 中钢协数据显示，6月

末平均价格与上年末相比， 冷轧薄板每吨下

降853元，镀锌板每吨下降851元，热轧卷每吨

下降704元，螺纹钢每吨下降595元，高线每吨

下降564元。

显而易见，钢价的低迷，受伤的是钢铁企

业。中钢协7月9日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会员

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加剧。 1-5月份，会员

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3万亿元，同比下降

16.9%； 实现利税322.21亿元， 同比增长

1.18%； 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为5.28亿

元，而主营业务亏损164.81亿元，增亏103.61

亿元；亏损企业40户，占统计会员企业户数的

39.6%， 亏损企业产量占会员企业钢产量的

35.99%；亏损企业亏损额149.59亿元，同比增

长40.45%。

业内人士表示，从2007年以来，由于大宗

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涨， 而钢材价格的上涨要

低于原料价格的上涨， 导致钢铁行业盈利水

平不断下降。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阅到的数据显示，从

重点大中型企业利润情况看，2007年以来销

售收入利润率逐年下降，2007年至2009年分

别为7.26%、3.23%、2.46%。 2010年小幅回升

至2.91%，仍远低于全国工业企业6.2%的平均

水平。 2010年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利润897

亿元， 其中实现利润前20名企业的利润约占

83%左右，宝钢一家利润约占26%左右，而大

多数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 行业盈利水

平总体不容乐观。

铁矿石“惹的祸” ？

现如今，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也下来了。

过去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涨， 严重侵蚀了钢

铁企业利润，但如今生产成本下降了，钢铁业

的利润更不如前了。

截至7月10日， 大连铁矿石期货1509主

力合约价格报收每吨372元/吨， 较2013年底

已经下降逾60%。 不过，铁矿石价格的下行可

能还尚未停止。

7月4日上午， 随着中国矿运旗下的40万

吨“远卓海” 轮在青岛港董家口港区靠泊作

业， 青岛港成为国内首个具备40万吨散货船

直靠能力的码头， 这也使中国港口散货码头

等级从30万吨提升至40万吨。

作为巴西淡水河谷4艘40万吨超大型

矿石船之一，长360米、宽65米的“远卓海”

轮装载加斯巴粗粉35.1万吨首次靠泊中国

港口。

据青岛港相关人士向本报记者介绍，青

岛港是中国最重要的矿石进口接卸基地，每

年铁矿石接卸量超过1亿吨， 客户遍布山东、

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等地的100

多家钢铁企业。

分析人士表示，在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跌

的背景下，淡水河谷等铁矿石矿山巨头并未

有减产计划，甚至表态要增产，在一定程度

上可能会导致铁矿石市场遭受更大的供应

压力。

不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近期宣布，受铁

矿石市场价格低迷影响， 其位于米纳斯吉拉

斯州的两座高成本、低品质铁矿将于7月临时

性停产一个月。

对此， 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表

示， 虽然淡水河谷也宣布了将通过其他矿增

产来弥补这部分产能， 但至少向我们传递出

一个信号，即这下大矿也离边际成本不远了，

铁矿价格继续下跌空间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钢价、矿价的下跌已

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生意社分析师何杭生

表示，可以看出，当前国内钢价的持续下跌已

经严重拖累了矿石市场的下行； 而矿价的下

跌，又使得钢价支撑力度减弱，加剧了钢价跌

势。 如此恶性循环，市场又将在7月形成新的

一轮大跌走势。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营销管理部王雷也

表示，虽然近期稳增长政策密集推出，但供给

端和需求端表现都与预期背离， 社会库存与

钢厂库存双升， 需求极度低迷， 市场心态悲

观。 目前钢材价格已接近或打破钢厂成本线，

预计后期检修减产将逐步增多， 供需矛盾有

望缓解,但受高温多雨气候对施工的影响，下

游需求难有起色，预计7月份钢材价格仍将继

续探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5月份， 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 增速同比回落5.8

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5.1%，增

速同比回落9.6个百分点； 全国出口交货值同

比增长0.3%，增速同比回落4.6个百分点。 全

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39个月

下降，而钢铁产品则连续43个月下降，钢铁行

业触底回升仍需时日。

铁矿石连跌两周

□

本报记者 王姣

连续两周的断崖式下跌，导致大连铁矿石

期货价格跌去近17%。 截至7月10日收盘，铁矿

1509仅收于364.5元/吨，周内连续出现三个跌

停，且最低下探至333元/吨，创上市以来的新

低，上周累计跌幅高达10.66%，而此前一周该

合约曾累计下滑6.95%。

现货方面， 普氏62%铁矿石指数7月10日

收报48.75美元/吨， 而此前一天该指数收报

44.50美元/吨，单日下跌5.25美元/吨，跌幅高

达10.55%，再次刷新今年7月6日创下的6.82%

跌幅。

业内人士指出， 因铁矿石过剩局面没有任

何缓解，港口铁矿石库存止跌反弹，下游钢厂检

修增多致需求下降， 铁矿石价格因而出现加速

探底。 近期A股大跌则令市场人士对中国需求

下滑的忧虑进一步增加。

澳新银行上周在一份报告中称，“本周铁

矿石价格崩跌引发部分产商或削减产出的忧

虑。”“但问题在于铁矿石价格涨势目前明显是

市场人气随着中国股市上涨而增加所推动的，

而市场对需求面的忧虑并没有缓解。 ”

据悉， 国内调坯轧材企业已基本处于全

面停产状态， 大型钢厂的高炉也陆续开始安

排减产检修。 中钢协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6

月下旬， 国内重点钢企粗钢日产量环比减

2.46万吨至173.5万吨，降幅1.4%，结束了此

前两连升的趋势；日产生铁169.62万吨，环比

减产4.78万吨，减幅2.74%。

在供应增加和需求减少的双重压制下，国

内铁矿石港口库存突破8200万吨高位。 西本新

干线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上周五，国

内铁矿石港口库存增加25万吨至8210万吨，较

6月19日的7970万吨上升了3.01%。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员田欣沅指出， 目前港

口库存维稳， 港口报价探低反弹， 外矿超跌反

弹；近期钢厂开工率被迫下降、检修减产增多，

若价格续跌则会加大限产量、拉低矿价，现货承

压格局。 此外，淡水河谷40万吨级矿砂船开始

靠岸，加大市场供给竞争力度。

“钢厂盈利面不足1成， 铁矿石库存连续4

周转降， 现货高升水部分支撑矿价。 关注

360-365元/吨一带支撑。 短期强弱转换较快，

中期基本面仍然无大改变，操作注意仓位。 ”田

欣沅表示。

瑞达期货进一步指出，上周五I1509合约承

压回调。国产矿市场部分矿山价格持续下跌，市

场情绪非常悲观。进口矿市场大涨，期货与现货

齐升，部分贸易商暂不出货。 操作上建议，短线

仍以5日线为多空分水岭，注意风险控制。

“期市整体仍在情绪修复期， 由于黑色自

身基本面过差， 钢矿前期被错杀的空间其实并

不大。 反弹修复期中市场对钢矿上涨空间十分

谨慎。不建议过多参与此轮情绪修复行情。”华

泰期货研究员许惠敏表示。

展望下半年，瑞达期货研究指出，从生产周

期看， 三季度和四季度在钢铁生产进入淡季之

时，钢厂将难于接受高矿价。 因此，下半年主要

操作区间可考虑于400-490元/吨区间低买高

抛，止损上下各25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