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预测

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将达10.65亿吨

本报记者 于蒙蒙

12月21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发布《2021年中国和全国钢铁需求预测成果研究报告》（简称《报告》）预测，2020年我国粗钢产量为10.50亿吨，同比增长5.4%，首次突破10亿吨大关；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为10.65亿吨，同比增长1.4%。 同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还发布了《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报告》，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等15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极强）。

产量需求将双双创新高

《报告》预计2020年我国钢材消费量为9.81亿吨，同比增长9.6%，创历史新高；预测2021年我国钢材需求量为9.91亿吨，同比增长1.0%。

“2020年我国钢材消费量同比增加近1亿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说明国家通过投资拉动需求的效果显著”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李新创表示，这种情况历史上只在 2009年出现过。 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危机，在投资驱动下，2009年我国钢材消费量同比增加1亿吨。

《报告》认为，2020年，在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促投资、稳增长政策作用下，“两新一重”领域建设发力，我国建筑、机械、能源等主要下游行业钢材消费量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带动我国钢材整体消费量较快增长。 其中，建筑行业2020年预计钢材消费量达到5.74亿吨，同比增长13.4%，是我国钢材消费量创历史新高的主要推动力；机械行业2020年预计钢材消费量达到1.58亿吨，同比增长2.1%，是用钢第二大户；汽车行业2020年预计钢材消费量达到5300万吨，同比下降0.9%，是用钢第三大户。

“2021年，我国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建筑、机械、汽车、能源、家电、铁道、集装箱、五金制品、钢木家具等行业钢材需求均将小幅增长，但造船行业钢材需求仍延续下降态势，预测2021年我国钢材需求总量小幅增长。 ”李新创表示。

根据钢材消费量和钢材、钢坯净出口分析，《报告》预计2020年和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分别为10.50亿吨和10.6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4%和1.4%。 根据粗钢产量测算，同时考虑废钢使用量增加等因素，预计2020年我国生铁产量为8.84亿吨左右，同比增长9.2%；预测2021年我国生铁产量为8.73亿吨，同比下降1.2%。

此外，《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钢材消费量为17.47亿吨，同比下降2.5%；2021年全球钢材需求量为18.33亿吨，同比增长4.9%。

中国宝武综合竞争力继续领跑

同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还发布了《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报告》。 李新创表示，从本年度起，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将在1.0版本的钢铁企业竞争力排序和2.0版本的钢铁企业竞争力评级基础上，开展3.0版本的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

据悉，本次参与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的对象包括大多数的重点统计钢铁企业，还吸纳了部分其他钢铁企业，共有141家钢铁企业进入本次评估范围，合计粗钢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9%。

经过评估，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等15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极强）；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特强）；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6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B+（优强）。

李新创表示，按照“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选取规模、盈利、效率、环境、创新、市场等12项指标，将本年度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极强）的15家钢铁企业与韩国浦项、日本制铁、JFE、安塞乐米塔尔等世界钢铁强企进行对比分析。 综合研判，中国宝武集团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为全球钢铁业之首，达到世界超一流；首钢集团、中信泰富特钢、沙钢集团、河钢集团、鞍钢集团、山钢集团、华菱钢铁集团、南钢集团的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达到世界一流；柳钢集团、建龙重工、德龙钢铁、日照钢铁、新兴铸管、青山控股集团的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达到世界准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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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低碳转型倒逼

钢铁行业加快发展电炉钢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提高电炉钢占比成为钢铁行业必

须面对的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日前，在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

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冶金工业规

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李新创发

布 《中国钢铁工业节能低碳发展报告

(2020)》（简称 《报告》） 时指出，在

2030年碳排放达峰前提下，必然倒逼钢

铁行业能源加快转型，进一步提高新能

源使用比例，提高电炉钢占比，加强氢

能冶金等低碳冶金革命性工艺变革。

能源转型倒逼

《报告》指出，伴随下游行业需求

增加，预计2020年中国钢材消费量将在

去年高位基础上继续增长，消费总量超

过9.7亿吨，同比增长8%左右。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转向高质量发

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钢材消费

强度呈下降趋势。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钢材需求也将逐步回落。

不过，短期来看，李新创指出，中国

钢材消耗量仍保持高位徘徊态势。

2020年，在国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扩

大政府投资等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下，

建筑等钢铁下游主要行业需求增长，拉

动钢材消费量上升。 特别是下半年，房

地产新开工及施工面积、 汽车产量、船

舶产量均有所增长，有力支撑了钢材消

费稳定增长。

需求上升也带动了产量的上涨。

《报告》 指出，11月中国粗钢产量为

8766万吨， 同比增长8%，2020年中国

粗钢产量的全球占比有望达到60%。

一方面是产量逐年上涨加大对能

源消费的依赖， 另一方面则是能源转

型的压力紧逼。 李新创表示， 根据规

划，到“十四五” 末期，我国钢铁行业

平均吨钢综合能耗降低到520-525千

克标准煤， 比2020年下降5.3%左右。

从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在2030年碳

排放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背景下，我

国钢铁行业能源转型窗口期已到，并

且压力巨大。 “预计2020年钢铁行业

平均吨钢综合能耗552千克标准煤，

同比下降0.3%；2021年全年钢铁行业

平均吨钢综合能耗545千克标准煤，

同比下降1.3%。 ”

李新创介绍， 按照折标准煤计算，

我国钢铁工业购入能源中，电力消耗仅

占6.3%、油气能源约占1.7%、煤炭和焦

炭占比高达92.0%， 远高于全国能源消

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例的57.5%， 在电

力消耗中绿电（光电、风电）预计比例

不超过1%。

“我国钢铁行业面临能源转型压

力将比其他行业压力更大，2021年我国

钢铁企业仍然要把技术进步和重点节

能技术项目应用，作为钢铁节能工作的

重中之重。 ”李新创表示。

政策不断加码

目前，我国钢铁生产工艺仍以长流

程为主，以废钢为原料的电弧炉短流程

能耗与碳排放量仅为长流程的1/3，废

气、废水、废渣产生量与长流程相比降

低95%、33%、65%。 而我国的电弧炉短

流程炼钢工艺生产的粗钢仅占总产量

的10%左右， 远低于美国68%、 欧盟

40%、日本24%的水平，仍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

李新创介绍，近两年电炉钢产能增

速放缓。由于我国废钢资源尚不足以支

撑电炉短流程快速发展，2018年之后，

新建电炉的热度逐渐降温，2018年、

2019年拟新建电炉数量较2017分别下

降66%和72%。 疫情暴发期间，社会废

钢供给停摆，独立电炉企业几乎全部停

产，目前产能利用率也仅为70%左右。

“整体来看，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方向没有变， 钢铁工业走转型升

级、 低碳绿色发展之路是必然趋势，电

炉短流程炼钢将成为国家钢铁行业

‘十四五’ 期间重点的政策鼓励方向之

一。 ”李新创表示。

政策也频频向电炉短流程炼钢

倾斜。日前，工信部发布了《钢铁产能

置换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促

进电炉短流程发展提出了更加有力

的鼓励措施： 一是重点区域范围扩

大。 新增了安徽省、汾渭平原区域和其

他“2+26” 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二

是置换比例大幅提高。 重点区域置换

比例不低于1.5:1。 三是建设电炉可实

施等量置换。 首次明确“利用现有电

炉置换新建电炉的项目可实施等量

置换。 ”

2020年6月，六部委印发《关于做

好2020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的通知》，提出“进一步推动钢铁行业

绿色化发展， 加快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发展

电炉钢工艺” 。

2019年，工信部印发《关于引导电

弧炉短流程炼钢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

求意见稿）》，提出“引导我国短流程

炼钢高质量发展，优化钢铁长、短流程

布局结构，促进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和绿

色发展” 。 力争到“十四五”末，全国钢

铁工业废钢比达到30%，电炉钢比例提

升至20%。

不能一蹴而就

世界上典型国家（地区）钢铁行业

发展规律表明， 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

废钢资源逐步积聚，发展电炉炼钢短流

程是必然趋势。

根据废钢协会数据，2019年，我

国废钢资源供应量约2.4亿吨， 同比

增长9%；其中，钢铁企业废钢消耗总

量约2.15亿吨， 同比增加2700万吨，

增幅14.4%。

“预计到2025年，我国钢铁积蓄量

将达到140亿吨，废钢资源产生量达到3

亿吨以上，为电炉钢发展奠定基础。 ”

李新创表示。

不过， 发展电炉钢也不能一蹴而

就。《报告》显示，在已完成工业化且粗

钢产量曾经突破1亿吨的国家（地区），

如美国、欧盟和日本，电炉炼钢短流程

发展均是在粗钢产量峰值区中后期开

始兴起。 从其电炉钢发展历程看，电炉

钢比例从10%提高到30%耗用了25年

-30年甚至更长时间，其间伴随着持续

波动和调整， 而30%-50%是电炉钢比

例上升的阻力区。

李新创也表示， 我国电炉钢发展还

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电炉短流程炼钢发

展尚未形成成本优势。 废钢供应还远未

达到充沛低廉的程度， 且中国总体电价

水平较高， 造成电炉钢成本控制难度加

大，长期以来，高炉-转炉长流程工艺在

多数地区仍具备经济优势。2020年10月，

电炉钢企业开工率不足70%， 大多数电

炉钢企业挣扎在成本线附近； 近60%钢

厂成本持平或者亏损，40%的钢厂盈利。

其次， 电炉生产效率明显低于转

炉。2019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电炉平均

每炉冶炼周期为58min，部分企业达到

120min以上， 相比于转炉平均32min

冶炼周期明显较长。个别电炉企业已可

以做到35min以内，但生产效率仍低于

同等炉容的转炉。

最后，先进电炉装备仍需进口。 在

电炉装备方面，我国已具备自主研发全

套电炉装备能力，但国产电弧炉装备技

术水平与国外相比，在绿色、节能、智能

等方面仍存在差距，置换新建项目的市

场普及率不如国外成套设备公司。

“未来，随着我国钢铁产业进一步

向碳排放峰值区中后期发展，国家产能

置换、环保、土地、财政等政策倾斜，废

钢资源、电力等支撑条件逐步完善以及

碳排放权强制性约束作用逐渐增强，电

炉钢比例将开始逐步回升，特别是环境

敏感地区和“2+26” 大气通道城市的

城市钢厂、城市周边钢厂技改中，新建

电炉钢比例将更高。 ” 李新创说。

2020年中国游戏市场

实际销售收入近2800亿元

□本报记者 万宇

2020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日前在广州举行。 会上，

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与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游戏用户规模逾

6.6亿人， 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786.87亿元， 同比增长

20.71%，“游戏出海” 规模进一步扩大，自主研发游戏海外

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54.50亿美元，同比增长33.25%，国际

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同时，游戏企业更加注重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更加注重精品化建设，更加注重文化内涵，更加注重

科技赋能，不断创造优质内容，推动产业创新与融合。

电子竞技发展迅猛

根据报告，2020年，中国游戏用户数量保持稳定增长，

用户规模达6.65亿人，同比增长3.7%。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

入2786.87亿元，同比增长20.71%，保持快速增长。 其中，中

国自主研发游戏国内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401.92亿元，同比

增长26.74%。

按照细分市场来看， 客户端游戏市场和网页游戏市场

继续萎缩，实际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比下降较为明显。客户端

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559.2亿元，同比下降9.09%。网页游

戏产品开服量减少，整体市场持续下降，网页游戏市场实际

销售收入仅为76.08亿元，同比下降22.9%，同比增速呈现逐

年下降的趋势。 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96.76亿元，

同比增长32.61%。 移动游戏市场实际收入占比为75.24%，

客户端游戏市场实际收入占比为20.07%，网页游戏市场实

际销售收入占比为2.73%。 移动游戏收入占据游戏市场主

要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中国电子竞技游戏快速发展，

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365.5亿元，同比增长44.16%；电子

竞技游戏用户规模达4.88亿人，同比增长9.65%，用户数量

保持稳定增长。报告认为，随着5G商用正式落地，基站的不

断完善扩展， 高速便捷的网络基础将推动云游戏、 电竞和

VR产业的快速发展，电子竞技产业的发展将与其他产业的

融合程度逐渐深入。

创梦天地高级副总裁严佩诗表示，2010年至2020年，

随着国内技术产业升级，游戏直播、云游戏等新业态催生更

多文化细分板块，为游戏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引擎，其中

发展速度最惊人的当属电子竞技， 游戏技术的升级正在推

动着社会生活娱乐方式变革。

“游戏出海”持续发力

创新和精品化发展仍是游戏保持竞争活力的关键因

素。 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游戏产业深耕产品制作，从IP

产品的孵化到游戏、动漫、影视等多平台的跨界联动，再到

文化衍生品的授权开发，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底蕴丰厚的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为网络游戏的内容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 激发了游戏行业生产更多思想精深、 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催生出了更多内容丰富、形态多

样的游戏产品，进一步满足了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

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丁磊在演讲中表示， 未来

的游戏应该超越娱乐性需求，去普及中式美学，创造中国潮

流，激发文化创新势能；应该充分发挥交互内核，让更多温

暖美好的东西，成为人现实情感的补充；还应该会以强大的

技术和内容容纳度，提供不同产业新构想，降低现实世界创

新成本，乃至拓宽整个社会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走出去” 依然是企业关注的发展方向。报

告显示，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

入达154.50亿美元，同比增长33.25%，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态势。 三七互娱等多家企业都取得了自开展海外业务以

来的最佳成绩，游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重要

载体。

三七互娱产品副总裁殷天明认为， 中国游戏企业在出

海的过程中，还是要坚持内容为王、精品优先，此外游戏的

本地化并不是简单的翻译， 而是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法律法

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对游戏进行全方位的优化。他还

指出，中国游戏“出海” 切忌闭门造车，要多和有出海经验

的发行商合作， 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更好地帮助中国文化

“走出去” 。

未成年人保护持续完善

报告指出，防沉迷工作是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在

主管部门的严格要求和管理下， 游戏防沉迷工作在整个行

业内得以全面、有序推进，如完善网络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

系统升级工作、严格管理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时长、重点监

督未成年人的游戏付费服务、 强化行业监督和适龄提示制

度等。

以腾讯为例，腾讯互动娱乐副总裁崔晓春介绍，今年腾

讯游戏加速了防沉迷新规落地工作， 对于登记为未成年的

用户进行游戏时长、消费限制，目前已在腾讯210款游戏中

落地。 除此之外，腾讯主动展开技术探索，通过人脸识别技

术对疑似未成年人的用户进行甄别， 并在落地过程中对该

功能进行持续优化。

网易游戏市场副总裁吴鑫鑫还表示，在技术之外，也需

要更有温度的人文关怀，并从内容源头出发，关注对青少年

的价值引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宣部出版局的指导下，由中国音像

与数字出版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立项，腾讯、网易、

人民网牵头开展的《网络游戏适龄提示》团体标准在此次

游戏产业大会上正式发布。标准规定了适龄提示标识符。试

行稿提供了绿色的8+、 蓝色的12+和黄色的16+三个不同

年龄段标识。 此外，标准明确规定了标识符的下载渠道、展

现时长、尺寸比例和更新频率；同时，对有可能刻意模糊、弱

化标识使用和提示用语的行为做了必要防范， 以维护标识

的权威性、同一性和实时性。 最后，标准明确了标识符的具

体使用场景。 适龄提示标识必须安放在游戏产品界面的显

著位置，以突出标识在游戏产品中的能见度和可视性。

产量需求将双双创新高

《报告》 预计2020年我国钢材消费量为9.81

亿吨，同比增长9.6%，创历史新高；预测2021年我

国钢材需求量为9.91亿吨，同比增长1.0%。

“2020年我国钢材消费量同比增加近1亿

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说明国家通过投资

拉动需求的效果显著” ，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

委书记、总工程师李新创表示，这种情况历史上

只在2009年出现过。 2008年， 世界爆发金融危

机， 在投资驱动下，2009年我国钢材消费量同比

增加1亿吨。

《报告》认为，2020年，在国家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促投资、 稳增长政

策作用下，“两新一重” 领域建设发力，我国建筑、

机械、 能源等主要下游行业钢材消费量保持良好

增长态势，带动我国钢材整体消费量较快增长。其

中， 建筑行业2020年预计钢材消费量达到5.74亿

吨，同比增长13.4%，是我国钢材消费量创历史新

高的主要推动力；机械行业2020年预计钢材消费

量达到1.58亿吨， 同比增长2.1%， 是用钢第二大

户；汽车行业2020年预计钢材消费量达到5300万

吨，同比下降0.9%，是用钢第三大户。

“2021年， 我国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

较快增长态势，建筑、机械、汽车、能源、家电、铁

道、集装箱、五金制品、钢木家具等行业钢材需求

均将小幅增长， 但造船行业钢材需求仍延续下降

态势，预测2021年我国钢材需求总量小幅增长。”

李新创表示。

根据钢材消费量和钢材、 钢坯净出口分析，

《报告》预计2020年和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分别

为10.50亿吨和10.65亿吨， 同比分别增长5.4%和

1.4%。 根据粗钢产量测算，同时考虑废钢使用量

增加等因素， 预计2020年我国生铁产量为8.84亿

吨左右，同比增长9.2%；预测2021年我国生铁产

量为8.73亿吨，同比下降1.2%。

此外，《报告》 预测2020年全球钢材消费量

为17.47亿吨，同比下降2.5%；2021年全球钢材需

求量为18.33亿吨，同比增长4.9%。

中国宝武综合竞争力继续领跑

同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还发布了《钢铁

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报告》。 李新创

表示，从本年度起，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将在1.0

版本的钢铁企业竞争力排序和2.0版本的钢铁企

业竞争力评级基础上，开展3.0版本的钢铁企业发

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

据悉，本次参与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

竞争力）评估的对象包括大多数的重点统计钢铁

企业，还吸纳了部分其他钢铁企业，共有141家钢

铁企业进入本次评估范围， 合计粗钢产量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89%。

经过评估，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首钢

集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等15

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极

强）；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新余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等35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

评估为A（特强）；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36家钢企发展质量 （暨综合竞争力） 评估为B+

（优强）。

李新创表示，按照“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 的要求，选取规模、盈利、效率、环

境、创新、市场等12项指标，将本年度发展质量

（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极强）的15家钢铁

企业与韩国浦项、日本制铁、JFE、安塞乐米塔尔

等世界钢铁强企进行对比分析。综合研判，中国宝

武集团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为全球钢铁业

之首，达到世界超一流；首钢集团、中信泰富特钢、

沙钢集团、河钢集团、鞍钢集团、山钢集团、华菱钢

铁集团、南钢集团的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达

到世界一流；柳钢集团、建龙重工、德龙钢铁、日照

钢铁、新兴铸管、青山控股集团的发展质量（暨综

合竞争力）达到世界准一流。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预测

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将达10.65亿吨

□本报记者 于蒙蒙

12月21日，冶金工业规划研

究院发布 《2021年中国和全国

钢铁需求预测成果研究报告》

（简称《报告》）预测，2020年我

国粗钢产量为10.50亿吨， 同比

增长5.4%， 首次突破10亿吨大

关 ；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为

10.65亿吨，同比增长1.4%。 同

日，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还发布

了《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

争力评估报告》， 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 首钢集团有限公

司、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 河钢集团有限公

司等15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

竞争力）评估为A+（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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