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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将定期从媒体公开发布的信息中，

整理编辑中国钢铁行业双周电子通讯，旨在帮助关心信息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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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数据，以便在全局视野中更好地思察、改进相关工作。

本刊内容均来源于公开出版发行的合法出版物和网站。摘取的
信息和评论，如无特殊注明，均不代表本公司观点。

（本期责任编辑：丁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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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别关注特别关注特别关注特别关注

甘肃省政府出台甘肃省政府出台甘肃省政府出台甘肃省政府出台《《《《矿产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意见矿产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意见矿产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意见矿产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意见》》》》

为进一步落实“资源开发市场化、资源应用产业化、资源效益最

大化、资源利用永续化”的要求，甘肃省政府近日出台《矿产资源市

场化配置的意见》，全面推进矿产资源市场化配置。

根据该《意见》，除探矿权人申请采矿权、省政府批准的大中型

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等之外，其余探矿权、采矿权的出让原则上通过招

拍挂方式公开出让。由省、市、县三级国土资源部门许可设立的采矿

权和由省国土资源厅许可设立的低风险矿产探矿权，如煤炭、铁、石

墨、石灰岩等，采用拍卖方式出让；由省国土资源厅许可设立的高风

险矿产探矿权，如金、银、锰、铜、铅、锌、镍、钨、钼等，采用挂

牌方式出让；对整装勘查区探矿权和省政府对下游产业、技术水平、

拍卖项目包括：对陇东地区尚未确定合作勘查主体的合水西瓦岗川、

宁县平子—米桥等煤炭勘查区块，由省级地质勘查基金立项勘查，待完成

详查工作、达到采矿权出让条件后，经国土资源部批准面向全国公开拍卖

；选择省级地质勘查基金项目中达到普查程度以上的和以往国家出资形成

的矿产地，通过拍卖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挂牌项目是：从探矿权专

项清理中发现的圈而不探项目和公告注销的探矿权中，优选有前景的区域

挂牌出让。

该《意见》对市场化配置竞争主体提出相关要求。参与招拍挂的企业

不论所有制性质，必须具有同行业国内外一流的生产技术和资金实力，建

设后续产业必须与省、市政府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相衔接。取得探矿权、采
牌方式出让；对整装勘查区探矿权和省政府对下游产业、技术水平、

资金实力有要求的矿产资源可通过招标方式出让转让，同等条件下要

优先支持省内骨干企业、在甘肃省建设下游产业的企业和国有地勘单

位勘查开采一体化项目；省国土资源厅对公开招拍挂的探矿权、采矿

权可委托市州国土资源局进行出让；鼓励省属国有地勘单位和大型企

业选择有前景的探矿权、采矿权，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公开转让或选择

主体合作勘查开发。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按照矿产资源性质和种类，采取不同出让方式

通过矿业权有形市场公开出让转让。招标项目包括：国土资源部已批

准设置的“北山营毛沱—玉石山地区铁铜金钨多金属矿”、“岷县寨

上—马坞金矿”、“西和县崖湾—大桥金锑矿”等3个整装勘查区内新

设探矿权分批次出让；武警黄金部队持有的储量规模为大中型的金矿

探矿权公开转让。

1

回到目录回到目录回到目录回到目录>>

设后续产业必须与省、市政府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相衔接。取得探矿权、采

矿权的企业必须在资源所在地注册成立公司，做出资源就地转化、为民富

民的承诺，保证地方财政税收。企业对竞得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项目，应

当按招拍挂时的约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勘查开发；对逾期不勘查开发的，

收回探矿权、采矿权。

该《意见》提出了保障措施，省国土资源厅每年分类筛选一批市场化

配置项目，拟定出让计划，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矿产资源的招标必须进

入甘肃省机电设备交易中心公开交易；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由省国土资源

交易中心组织实施。公开、公平、公正地做好矿产资源市场化配置。省监

察厅、省国土资源厅对市场化配置项目在重要环节科学设置监管节点，进

行全程跟踪、监督；对不按规定和程序办事，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后果的

，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来源：中国政府网，7月16日）



一 特别关注特别关注特别关注特别关注

必和必拓铁矿石产量连续必和必拓铁矿石产量连续必和必拓铁矿石产量连续必和必拓铁矿石产量连续12年创新高年创新高年创新高年创新高

必和必拓今日发布的2011/12财年产量报告中显示，2011/12财年

铁矿石产量连续12年创下新高，达1.595亿吨，年比增19%。今年2季

度铁矿石产量为4089万吨，环比增7.8%，同比增15.1%。

2季度，必和必拓西澳铁矿石年化发货量达到创纪录的1.79亿吨

（按100%股份计），该公司取得持续强劲的经营业绩主要归因于

Yandi矿铁矿石产量提升，以及其铁路基础设施和黑德兰港发货能力

增强。必和必拓预计，2012/13财年产量将较上一财年增长约5%。

尽管今年4月份煤矿工人罢工等不可抗力对必和必拓煤炭生产造尽管今年4月份煤矿工人罢工等不可抗力对必和必拓煤炭生产造

成一定影响，但该公司冶金煤产量亦有所增长，全财年产量同比增

2%至3323万吨，2季度产量同比增2%至810.9万吨，环比增11%。

此外，2季度必和必拓石油产量同比增长30%至5636万桶油当量

，全财年产量增长40%至2.223亿桶油当量，反映出其在美国的页岩气

与液体资产的贡献；铜产量同比增15%至31.3万吨，但全财年产量下

降4%；氧化铝产量同比增1%至103.9万吨，铝产量同比降21%至24.8

万吨；锰矿产量同比增15%至206.6万吨。

（来源：钢联资讯，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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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热点追踪热点追踪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中国稀土采矿权减至65个 准入门槛主营收入10亿

国家整顿利剑瞄准了混乱难治的“稀土开采”这一环节。《经
济参考报》记者在日前国土部牵头召开的“九省（区）20市(州)稀
土开发监管联动联席会议”上获悉，国土部、工信部、商务部等多
个主管部门正在拟定针对稀土采矿权的新的“准入条件规定”。目
前讨论稿已拟定完毕，将于近期以文件形式下发执行。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为了保护环境和优化稀土资源开
采，上述讨论稿中除了对矿山资源量和规模进行严格规定外，还将
对申请采矿权的生产企业设立主营业务收入必须超过10亿元的“高

门槛”。这意味着除了生产和加工以外，作为稀土产业链源头的矿
山开采环节开始逐步向大企业倾斜，一批不合规的中小矿山和开采
加工企业将被淘汰。

上述讨论稿称，新设离子型稀土采矿权的矿区查明资源量应不
小于1万吨，原生矿型稀土（轻稀土）采矿权的矿区的查明资源量应
不小于6万吨。矿山规模方面，新建离子型稀土矿山企业规模应不小
于500吨；原生矿型稀土矿山企业规模应不小于3000吨。

讨论稿中还特别明确了“采矿权申请人资格”，应当是具有勘
查开采矿产资源经历，在资源所在地设有独立企业法人，具备稀土
开采、冶炼分离或应用技术研发能力，年主营业务收入达10亿元以
上（其中深加工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

（来源：经济参考报，7月16日）

“全国稀土采矿权将减少到65个，稀土矿山多、小、散、乱等

局面将有所改观。”国土部副部长汪民在此次联席会议上对《经济
参考报》表示，随着中铝公司、中国五矿等大型国有企业收购或兼
并了部分稀土开采和冶炼分离企业，大企业主导稀土产业的格局正
在形成。他同时称，稀土开采准入条件正在进一步深化为《稀土矿
产采矿权准入条件规定》，即将以文件形式下发执行。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上述新标准的讨论稿中，将对企业规模
、采矿权设置、采矿权申请人、采矿权人资金实力、退出机制以及
安全、环保、土地等方面有严格限制条件，适用于稀土采矿权新立
、转让、变更扩大矿区范围等行为，以及申请获得稀土采矿权、企
业兼并重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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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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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内动态国内动态国内动态国内动态

全国新增煤炭储量超过全国新增煤炭储量超过全国新增煤炭储量超过全国新增煤炭储量超过600亿吨亿吨亿吨亿吨铁矿石铁矿石铁矿石铁矿石18亿吨亿吨亿吨亿吨

中广网7月15日报道，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徐德明在今日召开的全

国国土资源厅局长座谈会上透露，上半年全国新增煤炭储量超过600

亿吨，铁矿石18亿吨，铝土矿超过2000万吨。

徐德明在会上总结称，上半年国土资源总体工作进展顺利，各

项重点工作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进展顺利。上半年发生的

违法用地面积，同比下降31.1%，立案查处违法案件与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

他还表示，上半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22.78万公顷，同比增长他还表示，上半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22.78万公顷，同比增长

25.7%。实际供应建设用地26.81万公顷，同比增长27.5%。保障性住

房用地供应1.08万公顷，同比增长42.5%。

此外，上半年全国验收土地整治项目1.21万个，整治规模81万

公顷，新增耕地面积21.61万公顷。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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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内动态国内动态国内动态国内动态

总投资总投资总投资总投资100亿元的中亚特钢项目进展顺利亿元的中亚特钢项目进展顺利亿元的中亚特钢项目进展顺利亿元的中亚特钢项目进展顺利

综合媒体报道，截至6月底，宿豫经济开发区已建成11个重点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59亿元；正在实施的重点项目32个，累计完成投

资100亿元。其中，总投资100亿元的中亚特钢项目一期工程于2012

年2月开工建设，已完成16万平方米厂房建设。

钢联资讯从宿豫区人民政府获悉，苏钢中亚特种钢业宿迁有限

公司由舜亚福建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是宿豫在千亿级运河产业

带内重点打造压延锻造加工类产业的重大项目之一。项目总投资100

亿元，主要生产高线盘螺及精密铸件。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

总投资36亿元，计划建设五条高线盘螺生产线。生产设备选用国内

今年5月1日，在宿豫经济开发区和苏钢中亚特钢镍铁合金项目供地

625亩签字仪式上，苏钢中亚特钢法人代表许典财在发言中表示：正是因

为宿豫区委、区政府的亲商、爱商和坚持不懈，才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

，继占地756.5亩型材钢项目之后又签订了这个项目，下一步，我们准备把

物流项目也继续放在宿豫。

6月30日，宿迁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公告，批准苏钢中亚特种钢业宿迁

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年产30万吨铸件项目用地的申请，同意以出让方式批准

该公司使用国有建设用地6.0513公顷。该项目年产30万吨加工铸件，总投

资15.3亿元，其中：轧辊铸件19万吨、船用铸件11万吨。
总投资36亿元，计划建设五条高线盘螺生产线。生产设备选用国内

最先进的摩根五代高速线材轧机，设计年产量260万吨。今年2月开

工建设一条生产线，预计12月底投产。与国内同类项目相比，其建

设速度最快、机器装备最优、产品单位能耗最少。项目全部投产后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以上，实现利税20亿元以上。

2010年8月31日，由江苏苏钢集团和印尼中亚集团（舜亚福建实

业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100万吨轧钢项目（苏钢中亚特钢项目）在

宿豫区成功签约，总投资6.8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引进一条

年产60万吨轧钢生产线；二期工程新增一条40万吨全连轧型生产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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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15.3亿元，其中：轧辊铸件19万吨、船用铸件11万吨。

据了解，宿豫经济开发区沿京杭大运河而建，运河岸线长达14公里，

水运条件得天独厚，适合发展用水量大、运输量大的工业项目。2008年南

钢（宿迁）金鑫轧钢有限公司刚落户时，宿豫区只有他们一家钢铁企业。

但随着苏钢鑫益机械、楚洋轧辊、银祥晟华、中亚特钢等一批企业的陆续

进驻，宿豫区建起了特种钢铁生产园，钢铁产业也即将迈上百亿平台。

（来源：钢联资讯，7月16日）



三 国内动态国内动态国内动态国内动态

首钢股份再度停牌谋重组首钢股份再度停牌谋重组首钢股份再度停牌谋重组首钢股份再度停牌谋重组

此前重组方案折戟于股东大会的首钢股份17日公告称，因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需向证券监管机构咨询，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7月17日起开始停牌。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公司预

计将在停牌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由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提醒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首钢股份自2010年10月就开始筹划重组事宜，根据公司此前的

重组草案，首钢股份将置出63.23亿元的资产，包含了置出资产相关

土地租赁权的评估值，即因提前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首

钢总公司对首钢股份的补偿金额10.28亿元；置入资产迁钢作价183.7

亿元，同时差额部分首钢股份以4.29元/股的价格向首钢总公司发行

约28亿股作为支付对价。但该重组方案曾饱受非议，最终于6月25日

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悉数被否。

重组方案的被否对首钢股份未来的业绩将会是雪上加霜。由于

老厂区的停产以及冷轧及线材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首钢股份一季

度亏损1.51亿元。

（来源：中国证券报，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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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内动态国内动态国内动态国内动态

太钢新建百万吨冷轧无取向硅钢项目太钢新建百万吨冷轧无取向硅钢项目太钢新建百万吨冷轧无取向硅钢项目太钢新建百万吨冷轧无取向硅钢项目

据太钢官方网站消息，7月15日上午，太钢不锈冷轧硅钢退火线

总承包合同签字仪式在花园国际大酒店举行。

太钢集团公司总经理高祥明表示，多年来，不锈钢、硅钢一直

是太钢最重要的战略产品。目前，太钢已经把不锈钢做成了全球第

一，冷轧硅钢也形成了年产35万吨的生产能力，高牌号冷轧硅钢国

内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第一。

据钢联资讯了解，2011年，太钢全年产钢990万吨，比上年增长

3.13%，其中不锈钢产量302万吨，比上年增长11.03%。太钢冷轧硅

钢生产经过多年的发展，产品质量在国内属于一流，高牌号和高磁

感无取向硅钢产量约15万吨/年。

同时，受常化酸洗机组能力的限制，太钢高牌号和高磁感无取向硅

钢产量仅15万吨/年，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进一步提高高牌号、高

磁感冷轧硅钢产品比例，优化产品结构，太钢在不新增生产能力的情况

下，拟实施硅钢常化酸洗工序技术改造项目。

今年5月30日，山西经信委发布公告，同意备案《关于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硅钢常化酸洗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的请示》。该

项目利用冷轧硅钢厂现有场地及公辅设施，建设常化酸洗机组，配套建

设厂房及能动辅助设施。项目建成后新增高牌号和高磁钢无取向硅钢生

产能力20万吨/年，其中高牌号无取向硅钢12万吨/年，高磁感无取向硅

钢8万吨/年，相应减少中低牌号冷轧硅钢的生产。
感无取向硅钢产量约15万吨/年。

高祥明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太钢决定加快实施发展战略，进

一步推进产品结构转变，做强做大冷轧硅钢。新建100万吨硅钢冷连

轧项目是太钢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希望中冶南方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能够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优质高效地把工程建设成国

家优质工程，并确保工程明年12月按期投产。去年11月，太钢硅钢

冷连轧项目酸轧线签字仪式顺利举行。

今年5月7日，山西经信委发布公告，同意备案《关于山西太钢

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硅钢冷连轧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的请示》。利用

太钢不锈现有场地及能源动力设施，建设酸轧联合机组、硅钢退火

机组、纵切机组、包装机组，配套建设主厂房、110kV降压站及SVC

动态补偿装置、水处理装置、脱盐水站、氮气球罐、酸再生装置等

，新增建筑面积133000m2。在保持太钢不锈钢总产能不增加的前提

下，通过调整产品结构，生产冷轧无取向硅钢产品100万吨/年，等

量置换，相应减少普碳钢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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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8万吨/年，相应减少中低牌号冷轧硅钢的生产。

目前，钢铁行业面临重大调整期，太钢董事长李晓波要求，坚定不

移地坚持公司的战略目标，持续提升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建成以不锈钢

、冷轧硅钢、铁路用钢、高级别热轧板卷、冷轧板卷为主的极具竞争力

的高端精品生产基地，成为世界上最具品种特色的钢厂。

（来源：钢联资讯，7月17日）



四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
1.澳大利亚：两拓铁矿石产量强劲增长

2.力拓2季度铁矿石产量环比增6.5%

3. FMG2季度铁矿石产量创新高

4.国际铁矿石价格下降到140美元 巴西产量继续增长



四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两拓铁矿石产量强劲增长两拓铁矿石产量强劲增长两拓铁矿石产量强劲增长两拓铁矿石产量强劲增长

必和必拓和力拓将于下周公布季度铁矿石产量出现强劲增长，

而必和必拓的煤炭生产遭到了劳资争议以及大雨的打击。这两家矿

商正努力克服由于疲软的全球经济带来的价格压力。

全球最大的矿商必和必拓预计将宣布6月当季的冶金煤产量出

现大幅下滑，前一季度为730万吨。该公司与三菱商事在澳洲博文

盆地的煤矿具备供应全球煤炭海运市场高达五分之一的能力，但该

合资公司产量大幅下滑，而且自4月以来不可抗力已经生效，因三

分之一的劳工举行了罢工。必和必拓的煤炭生产同样与恶劣的天气

作斗争，并关闭了总是亏损的昆士兰NorwichPark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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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斗争，并关闭了总是亏损的昆士兰NorwichPark煤矿。

必和必拓和力拓将公布铁矿石产量的强劲增长，这两家公司将

于7月17日公布其季度产量报告。铁矿石基准价格同比下跌了近

25%。澳洲最大的铁矿石港口黑德兰港季度铁矿石发运量为创纪录

的6470万吨，该港口由必和必拓控制。必和必拓和力拓曾警示最

大的铁矿石市场中国的需求减缓，但仍计划将产量增长至少持续至

2015年。

必和必拓已经公布截至2012年6月30日的财年，其铁矿石产量

将超过早先的目标（1.59亿吨）5%至1.67亿吨。这意味着6月当季

的产量约为4800万吨，高于3月当季的3790万吨，那时铁矿石的生

产和发运遭到了飓风的破坏。

（来源：路透社，7月17日）



四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

力拓力拓力拓力拓2季度铁矿石产量环比增季度铁矿石产量环比增季度铁矿石产量环比增季度铁矿石产量环比增6.5%

力拓今日公布的2季度运营报告中称，2季度铁矿石产量为

4863万吨（按股份计），环比增6.5%，同比略降0.5%。

力拓首席执行官TomAlbanese称，2季度大多数产品生产表现

强劲，今年上半年铁矿石产量达创纪录的1.2亿吨（按股份计9400

万吨），发货量达1.15亿吨，同比均增4%。

上半年，力拓皮尔巴拉地区铁矿石产量同比增4%，达1.14亿

吨（按股份计9100万吨），铁矿石销量为1.09亿吨，其中40%是按

照季度定价，即基于上一季度最后一月之前三个月的平均价格指

数定价，其余60%是按照当前季度、月度平均价格指数或现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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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定价，其余60%是按照当前季度、月度平均价格指数或现货价格

指数定价。

2季度，力拓铜、铝土矿、铝、焦煤及二氧化钛产量亦均同比

增长。其中，硬焦煤产量环比增13%至200万吨，动力煤产量为477

万吨，与去年同期持平。

他表示：“2季度全球经济条件及市场心态继续恶化，我们正

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复苏的状况、欧元区持续的经济危机及中国经

济刺激措施对市场的影响。尽管市场波动性较大，但公司的投资

项目仍继续推进。”

力拓6月份宣布，已批准37亿美元用于进一步扩大西澳铁矿产

能，到2013年皮尔巴拉铁矿石产能达到2.83亿吨，到2015年上半年

进一步提至3.53亿吨以及延长开采寿命。

（来源：钢铁资讯，7月17日）



四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

FMG2季度铁矿石产量创新高季度铁矿石产量创新高季度铁矿石产量创新高季度铁矿石产量创新高

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厂家FMG集团在季度报告中称，今

年2季度铁矿石产量达创纪录水平，同比增54.7%至1916万吨；加工

铁矿石1571万吨，同比增28%；铁矿石发货量同比增53%，为1783万

吨。2011/12财年，FMG铁矿石销量达5580万吨，较上一财年增长逾

40%。

FMG称，2季度铁品位62%的铁矿石平均售价约为125美元/干吨

（CFR），与上个季度的126美元/干吨（CFR）相比基本持平。铁矿

石生产成本为每湿吨46.04美元，较1季度下降12%，主要归因于产量

FMG还表示，已完成T155港口扩建重审，可将皮尔巴拉地区产

能输出增加两倍，但基础设施建设预算将从84亿美元增至90亿美元。

截至今年6月底，FMG投资44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3.85亿美元

用于打造铁矿石船队。

（来源：钢联资讯，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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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生产成本为每湿吨46.04美元，较1季度下降12%，主要归因于产量

的大幅提升削弱了单位现金成本消耗，澳元兑美元汇率下降在一定

程度上促成利好形势。

FMG称，3季度将按照年化产量6000万吨的速率全力进行生产

，不过7月初的设备检修工作可能对产量产生一定影响。FMG的中长

期目标是2012下半年产量达到3800万吨，2012/13财年总产量达到

8900万吨。

待FMG新Christmas Creek OPF矿区于今年4季度投产后，铁矿石

总产量将大幅增加。此外，FMG旗下Solomon Hub矿将于2013年上半

年投产且相应的基础设施亦将完成，因此在2013年2季度之后，FMG

将能够按照年化产量1.55亿吨的运营率生产。



四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

国际铁矿石价格下降到国际铁矿石价格下降到国际铁矿石价格下降到国际铁矿石价格下降到140美元美元美元美元巴西产量继续增长巴西产量继续增长巴西产量继续增长巴西产量继续增长

据LCA咨询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今年国际市场铁矿石的平均

价格将比去年下降16%，回落到每吨140美元左右，低于2年前的每

吨147美元，但比2009年每吨80美元仍然要高得多。

该公司的经济学家维尔梅松-弗朗萨认为，铁矿石国际市场的黄

金时期已经过去。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从2000年的每吨33美元上涨

到去年的168美元。即便遇到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倒闭的风波，

铁矿石涨价行情仍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巴西是世界第二大铁矿石出口国，其产量仅次于澳大利亚。但是，

在全球最大的五家铁矿石生产企业中，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却位居榜首。

预计今年巴西铁矿石产量将增长2%，但增速低于去年的4%。

（来源：人民网，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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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回落与中国和欧元区经济趋势有着直接关

系。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也是巴西铁矿石最大的出口

市场。巴西铁矿石50%的出口量输往中国市场，19%输往欧洲国家，

11%输往日本。去年巴西对华铁矿石出口增长7.8%，而对欧洲和日

本的出口则分别下降了20%和8.6%。

LCA咨询公司认为，中国经济从过去年均增长10%至12%下降

到今年的7%至8%，自然会对铁矿石的需求和价格造成影响。现在，

国际市场是以含铁量在62%的铁矿石为参考价格的。巴西铁矿石含

铁量高达65%至66%，市场价格要略高一点。



五

【【【【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
1. 力拓上半年铁矿石产量1.2亿吨 创同期产量新高

2. 中钢协：7月上旬全国粗钢日产195.81万吨

3. 6月末美国服务中心钢材库存902万短吨 环比降0.7%

4. 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1.8%



五 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

力拓上半年铁矿石产量力拓上半年铁矿石产量力拓上半年铁矿石产量力拓上半年铁矿石产量1.2亿吨亿吨亿吨亿吨创同期产量新高创同期产量新高创同期产量新高创同期产量新高

全球矿业巨头力拓17日公布运营报告称，今年上半年公司铁矿

石产量达1.2亿吨，较去年上半年增加4％，创公司同期产量的纪录

新高。

当日，力拓首席执行官艾博年表示，全球经济情况在第二季度

出现显著恶化，公司仍在密切关注美国的经济复苏、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和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他同时表示，力

拓的投资计划仍然能够适应当前市场的波动。

数据显示，力拓在西澳皮尔巴拉地区的铁矿石产量同比增4％，

达1.14亿吨，这一地区的铁矿石销量为1.09亿吨，其中40％以上个季

度平均价为参考的季度定价确定，其余60％是按照当前季度、月度

平均价格指数或现货价格指数定价。

除了铁矿石外，二季度力拓的铜、铝土矿、氧化铝、焦煤及二

氧化钛产量均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硬焦煤产量环比增13％至200万

吨，动力煤产量为477万吨，与去年同期持平。

今年6月，力拓宣布，公司已批准37亿美元用于进一步扩大西澳

铁矿产能，到2013年皮尔巴拉的铁矿石产能将达2.83亿吨，到2015

年上半年或能提升至3.53亿吨。

（来源：中国证券报，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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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

中钢协中钢协中钢协中钢协：：：：7月上旬全国粗钢日产月上旬全国粗钢日产月上旬全国粗钢日产月上旬全国粗钢日产195.81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旬报数据显示，2012年7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

企业共生产粗钢1657.44万吨、生铁1624.77万吨、钢材1571.30万吨。

日产量及比上一旬增减情况分别为：粗钢165.74万吨、增产0.72万吨

增幅0.44%，生铁162.48万吨、增产3.36万吨增幅2.11%，钢材157.13

万吨、减产5.88万吨减幅3.60%。

据此估算，本旬全国共生产粗钢1958.07万吨、生铁1826.89万吨

、钢材2632.15万吨。日均产量分别为粗钢195.81万吨、生铁182.69万

吨、钢材263.22万吨。截至本旬，本年全国累计生产粗钢37480.95万

吨、生铁35080.93万吨、钢材48985.27万吨；累计平均日产粗钢

195.21万吨、生铁182.71万吨、钢材255.13万吨。

（来源：钢联资讯，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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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

6月末美国服务中心钢材库存月末美国服务中心钢材库存月末美国服务中心钢材库存月末美国服务中心钢材库存902万短吨万短吨万短吨万短吨 环比降环比降环比降环比降0.7%

6月份美国服务中心的发货量为351.1万短吨，同比降1.9%。

截止到6月份，2012年美国服务中心的发货量累计2208.9万短吨，

同比增长5.9%。

6月末美国金属服务中心的钢材库存为902万短吨，同比增

13.6%，环比降0.7%。按照供应天数计算，6月末的钢材库存为2.613.6%，环比降0.7%。按照供应天数计算，6月末的钢材库存为2.6

个月供应量，同比增15.9%。

（来源：钢联资讯，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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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调研与数据

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1.8%

2012年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35720万吨，同比增长1.8%，增速

同比减缓7.8个百分点；钢材产量46744万吨，增长6.1%，减缓6.7个

百分点。焦炭产量22422万吨，增长6.4%，减缓5.3个百分点。铁合

金产量1467万吨，增长9.3%，减缓12.4个百分点。铁矿砂进口36620

万吨，增长9.7%。钢材出口2725万吨，增长12.1%；进口696万吨，

下降13.4%。钢坯进口19万吨，下降29.9%。焦炭出口58万吨，下降

76.2%。

钢材价格有所回落。6月份，国内市场钢材价格综合指数平均值

为115.87，比上月回落2.89点，同比回落19.33点。6.5mm高线、

20mm中厚板、1.0mm冷轧板卷平均价格分别为4145元/吨、4159元/

吨和4935元/吨，比上月下降2.2%、3.2%和3.3%，同比下降16%、

16.5%和10.6%。

前5个月，钢铁行业实现利润522亿元，同比下降49.4%。其中，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利润275亿元，下降11.2%；钢铁冶炼及加工业利

润201亿元，下降68.2%。

（来源：发改委网站，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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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双周声音双周声音双周声音双周声音】】】】
温家宝：扩大就业是改善民生头等大事



六 双周声音双周声音双周声音双周声音

温家宝温家宝温家宝温家宝：：：：扩大就业是改善民生头等大事扩大就业是改善民生头等大事扩大就业是改善民生头等大事扩大就业是改善民生头等大事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就

业创业工作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

和产业布局时，优先考虑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创造良好

就业环境的需要，探索建立经济政策对就业影响的评价机制，把就

业完成情况纳入政府综合考核体系。

温家宝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在劳动力总量增

加较多、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保持了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和就业

形势基本稳定。2003年至201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达9800

万，4000多万高校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300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温家宝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就业形势将更加复杂、更

加严峻，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任务十分繁重，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第一，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制定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时，优先考虑扩大就业规

模、改善就业结构、创造良好就业环境的需要，探索建立经济政策对就

业影响的评价机制，把就业完成情况纳入政府综合考核体系。

第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中扩大就业，更加注重发展实

体经济；在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中扩大就业，创造更多城乡就业机会。
得到妥善安置，28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顺利实现再就业；2011年底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亿多人，比2003年底增加1.39亿人；全国中

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年招生已超过1200万人，每年参加各种类型培训

的超过1.5亿人次。

温家宝指出，近10年来，就业创业工作探索了不少成功做法，

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要认真总结，继续坚持，不断完善。一是坚

持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结合，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过程成

为就业不断扩大的过程。二是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强化政府责

任相结合，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创

造有利于稳定扩大就业的制度环境。三是坚持统筹城乡就业发展，

将农民工就业服务、就业指导、职业培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大力

促进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四是坚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加强职业培训，形成企业、职业院校和各类培训机构共同参与的

职业教育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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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扩大就业，创造更多城乡就业机会。

第三，加大工作和政策力度，着力解决好重点群体就业问题。继续

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当前就业工作的首位，积极拓展就业领域。

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逐步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落户、

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强化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

助，继续做好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就业工作，加强妇女、少数民族群众、

残疾人等就业工作。

第四，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中小企业特

别是小微型企业是稳定扩大就业的主力军。要认真落实扶持政策，减轻

企业负担，优化发展环境。要激发高校毕业生、科技人员、返乡农民工

等人员的创业动力，营造有利于创业的环境，提高创业成功率。



六 双周声音双周声音双周声音双周声音

温家宝温家宝温家宝温家宝：：：：扩大就业是改善民生头等大事扩大就业是改善民生头等大事扩大就业是改善民生头等大事扩大就业是改善民生头等大事

第五，大力兴办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和技能水平。高等教育要与就业需求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人

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市场需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技能培训，着

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来源：中国新闻网，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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