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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钢铁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1 年，钢铁行业积极应对国内外需求形势变化，努

力克服原燃材料价格高位运行、环保等成本大幅上升诸多

困难，行业总体运行态势良好，符合政策导向与市场预

期，为满足下游行业用钢需求和保障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做

出了突出贡献。

一、2021 年国内钢铁行业运行情况
2021 年，中国钢铁行业运行的整体特征可概括为“减

量提质”,具体表现为钢铁生产与需求总量有所回落，钢材

库存保持合理区间，供需基本实现动态均衡，实现了全年

钢产量压减预期目标；钢铁产品进出口政策有所调整，钢

铁产品进出口结构得到优化；国产铁矿石产量和废钢使用

量增加，资源安全基础增强；兼并重组取得新进展，产业

集中度上升；绿色发展持续推进；钢铁投资增速回归常

态，高于制造业平均增速；原燃料价格高位大幅波动，钢

企成本承压巨大；钢材价格冲高回落，整体水平高于上

年；会员企业实现利润总额首次突破 3000 亿元，创历史新

高。

（一）供需基本均衡，实现了全年粗钢产量压减预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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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经济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受此影响，钢铁

行业总体上也呈现出上半年供需两旺、下半年双双走弱的

局面。但总体上，供需基本均衡，实现了动态适配。

1.钢铁需求随经济大势，由强走弱

分季度看，2021 年第一、二、三、四季度 GDP 实际同

比分别增长 18.3%、7.9%、4.9%、4.0%，呈明显的前高后低

走势；各季度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4.9%、5.5%、4.9%、

5.2%。

受经济快速恢复增长、外部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

2021 年上半年，国内钢铁需求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达到

5.37 亿吨，同比增加 5027 万吨，增长 10.3%。其中，第一

季度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 2.59 亿吨，同比增加 3424 万吨，

增长 15.2%；第二季度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 2.79 亿吨，同比

增加 2128 万吨，增长 8.3%。

下半年，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 4.55 亿吨，同比减少

1.06 亿吨，下降 18.9%；下半年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比上半

年减少 8246 万吨，下降 15.3%。其中，第三季度，折合粗

钢表观消费量 2.33 亿吨，同比减少 5367 万吨，下降

18.7%；第四季度，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 2.21 亿吨，同比减

少 4587 万吨，下降 17.2% 。

2021 年全年，粗钢折合表观消费量累计达到 9.95 亿

吨，比上年减少 5343 万吨，下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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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中国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钢铁生产受消费及政策等影响，先扬后抑

在强劲消费拉动下，2021 年上半年钢铁生产保持高位

运行，粗钢产量 5.63 亿吨，同比增长 11.8%。下半年，随着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房地产行业为代表的下游行业需

求下滑，同时，产能产量“双控”政策自 6 月下旬起在各

地区逐步推开，钢铁产品进出口政策两次调整。广大钢铁

企业主动适应钢材市场需求变化和宏观环境变化，粗钢产

量快速下降。7 月份粗钢产量首现同比下降，10 月份粗钢

产量降幅达 23.3%。下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16.3%。

在钢铁产能产量“双控”、能耗“双控”、秋冬季大

气污染防治、京津冀钢铁错峰生产等政策措施联动约束，

以及钢铁产品进出口政策调整和广大钢铁企业主动适应钢

材市场需求变化的多重作用下，2021 年粗钢压减任务目标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48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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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落地实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 年全国生产

粗钢 103524 万吨，比上年下降 2.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钢材库存去化速度放缓，但总体保持在合理区

间

截至 2021 年末，20 个城市 5 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比上

年末上升 7.9%。2021 年，钢材社会库存表现三个特点：一

是库存高点较上年提前一周出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

数据显示，钢材社会库存在 2021 年 3 月上旬到达年内高

点，较上年高点（2020 年 3 月中旬）减少 173 万吨。二是

去库存速度低于上年，特别是板材去库存速度明显放缓。

2021 年钢材社会库存最高点到最低点降速为 56.9%，较上年

收缩 10.1 个百分点；其中建材库存降速为 70.0%，较上年收

缩 6.4 个百分点；板材库存降速为 24.8%，较上年收缩 19.5



5

个百分点；板材库存降速放缓主要源于下半年板材需求减

弱、以及产量压减程度较弱。三是年末库存高于上年同

期。2021 年 11 月下旬以来，随着需求的逐渐减弱，尽管库

存仍呈现下降态势，但降速同比明显放缓，使得整体库存

高于上年同期。

从钢厂库存来看，2021 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

量总体上比 2020 年要低。截至 12 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

业钢材库存量比上年末下降 2.8%。2021 年度重点统计钢铁

企业钢材库存的月度平均值高于 2019 年、但低于 2020 年的

水平，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

（三）调整钢铁产品进出口政策，钢铁产品进出口结

构得到优化

2021 年，全球经济恢复带动钢铁外需复苏，国内外价

差加大，我国钢材出口价格优势阶段性再现，尽管我国两

次取消钢材品种出口退税，但全年钢材出口结束 5 年同比

下滑局面，呈现大幅增长态势；因海外价格高企，钢材进

口则显著回落。全年出口钢材 6689.5 万吨，比上年增长

24.6%；进口钢材 1426.8 万吨，下降 29.5%；净出口钢材

5262.7 万吨，增长 57.4%。钢铁产品进出口量与 2019 年基

本相当。

从单月出口变化来看，全年呈现前高后低的特点。上

半年累计出口量 3738.4 万吨，同比增长 28.0%。其中 4 月

出口量创下 2016 年 12 月以来峰值水平 797.3 万吨。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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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出口量 2952.6 万吨，同比增长 18.2%。全年出口数量同

比增长且呈现前高后低态势，主要与海外需求恢复力度超

预期、供应存在缺口、中国出口资源具备一定价格优势、

企业存在出口动力等因素有关，同时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和

钢铁生产企业出口自律促进了出口量连续下降。

国家于 2021 年 5 月 1 日、8 月 1 日，分别取消了 146

项、23 项钢材产品的出口退税，目前钢材产品出口退税政

策已全部取消。基于钢铁产品进出口政策调整的导向作

用，下半年钢材出口量呈现逐月减少态势（尽管 12 月份出

口量有所反弹），且出口均价高于进口均价。

2021 年我国钢材进口金额为 187.27 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 11.3%；出口金额为 818.8 亿美元，增长 80.1%。出口金

额增长幅度远大于进口金额增长幅度，除了出口量大增，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价差的改变。

2019—2021 年钢材进出口均价走势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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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四季度起，海外钢材价格因需求持续复苏而

走强、中国钢材价格涨幅不及国外，导致进出口价差逐步

扩大至 3 月份的 390.2 美元/吨。2021 年二季度起，海外钢

材价格涨势趋缓，中国钢材出口资源因内贸价格大幅上

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原因上涨，导致进出口价差逐步

收窄，并从 8 月份起连续 5 个月出现进口均价低于出口均

价现象，11 月进出口价差最高达到-327.5 美元/吨。

从出口品种来看，多数钢材品种出口量增加、出口均

价上涨。2021 年出口板材 4508.1 万吨，占出口总量的

67.4%；钢材出口增量的 93.5%来自于板材，且六大品类中仅

板材出口量较 2020 年和 2019 年实现了正增长，增长幅度分

别为 37.8%和 17.1%。从细分品种来看，镀层板出口量居于

首位，累计出口量超过 1500 万吨。冷轧板卷、热轧板卷年

内出口增量显著，较 2020 年分别增长 92.0%和 56.2%，较

2019 年分别增长 66.8%和 16.1%；二者出口增量主要集中在

上半年，7 月份起受政策调整及钢铁企业出口自律等因素影

响出口量逐月递减。价格方面，冷系产品出口均价居前、

且涨幅较为显著，其中不锈钢产品出口价格上涨明显。冷

轧窄钢带全年出口均价 34996 美元/吨，较 2020 年上涨

67.6%；其中冷轧不锈钢窄带钢出口量和出口金额占比分别

为 69.0 和 81.5%，出口均价 41300 美元/吨，上涨 108.0%。

（四）国产铁矿石产量和废钢使用量增加，资源安全

基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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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钢铁工业努力推进铁素来源结构优化，

不断提高国产矿产量和增加废钢使用量。

2021 年，我国粗钢产量为 10.35 亿吨，比上年下降

2.8%，生铁产量 86857 万吨，下降 4.3%，超过粗钢产量的

减幅。2021 年，进口铁矿石 112431.5 万吨，比上年下降

3.9%；国产铁矿石原矿产量 98052.8 万吨，增长 9.4%。

2021 年，重点统计企业转炉炼钢废钢铁消耗量为

158.75kg/t，比上年增加 23.95kg/t，增长 17.8%；电炉炼钢

废钢铁消耗量为 477.15kg/t，减少 30.11kg/t，下降 5.9%。

（五）兼并重组取得新进展，产业集中度上升

2021 年钢铁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加速推进，钢铁行业集

中度进一步提高。2021 年，鞍钢、本钢整合重组，成为全

球第 3 大钢铁企业；中国宝武重组山东钢铁集团，建龙、

普阳、冀南等企业持续推进并购进程，促进了钢铁产业集

中度的提升。

2021 年，粗钢产量排名前 10 位的钢铁企业合计粗钢产

量为 4.3 亿吨，占全国粗钢产量的 41.5%；排名前 20 位的钢

铁企业合计粗钢产量 5.7 亿吨，占全国粗钢产量的 54.9%；

CR10、CR20 分别比 2020 年提升 2.26、1.97 个百分点。



9

2018—2021 年粗钢产量集中度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六）绿色发展持续推进

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是钢铁行业的两大主题。近年

来，钢铁行业通过应用世界先进的工艺、装备、技术和流

程，加强节能环保管理，实施超低排放改造，节能环保水

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2021 年，我国钢铁行业在绿色发展

方面成绩斐然：吨钢可比能耗、吨钢耗新水量、化学需氧

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比上年分别下降 0.97%、0.37%、6.87%

和 22.15%。

超低排放改造加快推进，目前全国共 237 家企业已完

成或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首钢迁钢、首钢京唐、太钢

集团等 23 家钢铁企业约 1.45 亿吨炼钢产能已完成全流程超

低排放改造，并通过了评估监测，在钢协网站公示；225 家

企业约 5.36 亿吨炼钢产能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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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末，已有 94 家钢厂登上工信部绿色钢厂

榜单，有 6 家钢厂成为国家 3A 级景区、2 家成为国家 4A 级

景区；中国宝武、鞍钢集团、河钢集团、包钢集团、中信

特钢等率先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积

极引领钢铁行业低碳发展。一大批钢铁企业积极探索建立

低碳冶金新工艺示范项目并已经有所突破。

（七）钢铁投资增速回归常态，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5445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两年平均增长

3.9%。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4.6%，领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9.7 个百分点，比制造

业 13.5%的增速快 1.1 百分点；但比 2020 年 26.5%的增速低

11.9 个百分点。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民间投资比

上年增长 22.2%，领先行业平均增速 7.6 个百分点。

2018—2021 年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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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26.9%，其

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民间投资增长 21.9%，低于行业平均增

速 5.0 个百分点。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增幅远超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投资增幅，一方面显示国内铁矿开采项

目投资正在加速，另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对铁矿项目的审批

进度加快。

（八）原燃料价格高位震荡，钢企成本及经营稳定性

承压巨大

2021 年，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上涨带动，国际钢铁产能

恢复带动原料需求增长，铁矿石市场阶段性供需偏紧，铁

矿石价格冲高并创下十年新高；后期随着中国减产力度加

大，铁矿石需求收缩，矿价高位回落，但全年均价呈现上

移特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数据显示，2021 年，进口

铁矿石全年平均价格（海关）为 164.3 美元/吨，比上年上

涨 58.5 美元/吨，涨幅为 55.3%。

因环保、去产能等因素影响，2021 年焦炭市场出现阶

段性供应偏紧现象，叠加疫情对蒙古炼焦煤进口影响，8 月

份起焦炭价格呈现连续 15 轮上涨，累计涨幅达 1560 元。而

炼焦煤作为生产焦炭的原料，受中国钢铁工业的生产需求

影响极大。2021 年上半年，炼焦煤价格受粗钢产量增长的

影响，由年初的 1400 元/吨震荡上行至 2000 元/吨以上，之

后在第三季度受动力煤价格迅速上行的影响，价格一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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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 4100 元/吨，年内极值涨幅为 183%，年末相对年初的

涨幅为 52%。

在原燃料价格上涨带动下，钢铁企业吨钢生产成本明

显上升。2021 年，进口铁矿石（粉矿）采购成本比上年上

涨 39.8%，炼焦煤采购成本上涨 53.5%，冶金焦采购成本上

涨 52.1%，废钢采购成本上涨 33.8%。2021 年，炼钢生铁、

钢筋、热轧薄宽钢带的制造成本比上年分别增加 983 元/

吨、1028 元/吨和 1111 元/吨，分别上升 42.4%、34.9%和

35.7%。

（九）钢材价格冲高回落，但整体水平高于上年

受全球经济复苏、外部需求增加、国内钢铁限产、生

产与物流成本提高等多重因素推动，我国五大类钢材品种

价格在 5 月份一度震荡上行达到历史高位区间，之后钢材

价格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所下降，但在 8、9 月间又再度回

暖；10 月后，受原燃料成本波动和阶段性钢材供需格局变

化的双重影响，钢材价格跌宕起伏，再次回落。总体看，

国内钢材价格全年走势呈现“M”型运行，为近年来极为少

见的运行态势，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国家对大宗商品实施

保供稳价政策的效果。

从我国五大类钢材及钢坯的长期价格走势上看，2021

年的价格水平处于近 6 年以来相对较高的位置。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监测数据显示，CSPI 钢材综合指数平均值为

142.03 点，是有指数编制以来的年度最高水平；CSPI 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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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均高于上年同月，其中 5 月份第二周指数升至为

174.81 点，是有指数以来的月度最高水平。

全年看，CSPI 钢材综合指数在 1—4 月呈上行走势，

5—10 月高位震荡，11—12 月后价格下降且降幅较大。从震

荡幅度看，2021 年国内钢材平均价格峰值出现在 5 月 13

日，达到 6655 元/吨；谷值出现在 1 月 25 日，价格为 4636

元/吨，波峰、波谷震荡幅度高达 2019 元。

2019—2021 年中国钢材价格综合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十）会员企业实现利润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元，创

历史新高

尽管 2021 年钢铁产量下降，但由于钢材价格大幅上涨

和吨钢盈利明显提升，行业整体盈利显著增长，超越 2018

年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1 年，

中钢协会员钢铁企业营业收入 693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2.7%，为历史最高年份；营业成本 61807 亿元，增长



14

31.5%；实现利润总额 3524 亿元，增长 59.7%，创历史最高

年份；销售利润率为 5.1%，比上年上升 0.9 个百分点，属历

史较好年份；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60.8%，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以来最优值。

二、2021 年国际钢铁行业呈现出新的竞争格局
（一）全球钢铁生产快速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水平

由于受到持续两年的新冠疫情冲击，2019 年和 2020 年

扣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钢产量分别下降了 2.1%和 7.5%，

但 2021 年全球钢铁生产快速恢复。

据世界钢协（WSA）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

粗钢产量增长 3.7%至 19.51 亿吨，历史首次超过 19 亿吨，

比疫情前的 2019 年增长 4.0%。

2019—2021 年中国及世界粗钢产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世界钢铁协会

（二）中国粗钢产量下降的同时，其他地区粗钢产量

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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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国粗钢产量下降 2.8%，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粗钢产量则增长 12.5%，欧盟、美国、日本、印度、南美

的增幅均超过 15%，我国占全球的比重从上年的 57%回落至

53%，这是自 2014 年以来首次占比下降。

1．七大洲中，非洲增长速度最快

从全球各地区的粗钢产量增长速度情况看，非洲增长

速度最快，达到了 26.7%；欧盟、北美和南美分别增长

15.4%、16.6%和 17.8%；欧洲其他地区增长 11.6%，独联体增

长 5.6%；受中国产量下降拖累，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粗钢产

量仅增长 0.6%。

2．粗钢产量前 10 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增长速度最快

从全球粗钢产量前 10 名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情况

看，美国增长速度最快，增速达到了 18.3%，其次是印度，

达到了 17.8%；紧随其后的日本、巴西、土耳其和德国分别

增长 14.9%、14.7%、12.7%和 12.3%；俄罗斯和韩国分别增长

6.1%和 5.2%；中国和伊朗分别下降 2.8%和 1.8%。

三、行业发展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如何以充分的产能适应需求变化的弹性

从供给能力看，2020 年我国粗钢产能为 10.86 亿吨；

根据日均产钢量计算，2021 年，最高日均钢产量的年化值

为 11.9 亿吨（4 月份）、最低日均钢产量的年化值为 8.4 亿

吨（10 月份）。从需求变化看，日均钢表观消费量的最高

值出现在 2021 年 5 月，日均钢表观消费量为 311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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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值为 11.4 亿吨；日均钢表观消费量的最低值出现在 2021

年 10 月，日均钢表观消费量为 224 万吨，年化值为 8.2 亿

吨。

2021 年上半年，供需基本动态均衡主要得益于钢材市

场旺盛的需求；下半年市场需求收缩，实现供需基本动态

均衡主要得益于政府部门采取的产能产量“双控”措施。

未来，市场需求变化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保持供需基本

动态均衡关系到行业平稳运行，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

坚持法制化、市场化原则，既希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

定性和政策措施的进一步优化，更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共

同维护市场秩序，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关注供需动态均衡

2022 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稳增长，从各地公布

的项目情况看，下游行业建筑需求有支撑；汽车、造船预

计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预计一季度钢材需求环比将回升。

2022 年限产方案尚未公布，从各地高炉启动情况来看，一

季度粗钢日产大概率将环比回升。一季度下游钢材需求回

升，但可能难以匹配钢铁供给增加节奏，容易出现供需失

衡，值得行业重点关注，需要加强自律。

（三）出口将是中国钢铁供需平衡的关键

2022 年，我国经济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受经济整体

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预计 2022 年全年中国折合粗钢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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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约 9.7 亿吨，较 2021 年下降 2000 万吨左右，但在绝

对数量上依旧维持高位。

同时，中国钢铁行业在国家“保供稳价”、“稳定出

口”政策要求下，预计将继续执行限制粗钢产量的措施，

粗钢产量或较 2021 年再度下降 2000—3000 万吨至 10—10.1

亿吨。供给端的减量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因经济下行带来的

钢材表观消费量下降压力，而 4000 万吨以上的折合粗钢直

接出口量（净出口钢材折合粗钢量）将是中国粗钢供需能

否达到平衡的关键。

四、政策建议
（一）关于2022年产能、产量“双控”

由于 2021 年全年限产任务已经完成，当前企业增产冲

动仍然十分强烈，铁矿资源供需格局也没有根本性改变，

广大企业一致建议，2022 年应继续开展产能、产量“双

控”工作：一是尽早明确部署，尽快下发目标任务，使企

业明确政策导向，合理安排原料、备件采购，保障企业生

产经营节奏稳定；二是对 2021 年没有完成全年任务的省份

实行奖惩机制十分必要，没有完成的任务要在 2022 年限产

任务中应按适当比例加倍落实；三是对环保水平差、产能

利用率畸高的企业产量要重点压减，体现有保有压的原

则；四是对新建先进装备投产、企业大修等情况，应合理

调整产量考核基数。

（二）关于钢材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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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两次调整钢铁产品进出口政策，对我国钢材出

口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建议进一步细化和优化支持高

端产品的出口政策，鼓励国内钢铁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

争，研究出台限制一般性产品出口的制度性政策措施，在

保证钢铁生产企业自律的同时，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限制

贸易商（出口占总出口量的 60%以上）出口的措施，实现生

产和贸易企业一盘棋，减少一般产品出口；同时，应鼓励

国际有竞争力的资源性钢铁产品、半制成品进口，努力实

现我国钢铁进出口总量基本平衡。

（三）关于资源保障问题

考虑到中国钢铁以长流程生产为主的工艺特点，进口

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仍然很大。建议从根本上解决

钢铁产业链资源短板问题，将海外矿、国内矿和废钢等提

升资源保障能力的整体工作整合为目标明确的长期工作项

目，明确定量目标和实施主体，协调解决项目审批和开发

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确保国内一批优质铁矿项目建成

投产；同时，加快支持海外矿山开发建设，增加权益铁矿

供应，进一步扩大再生钢铁料循环利用，加强资本市场监

管，遏制铁矿石、钢材期货过度炒作，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平稳运行。

（四）关于钢铁行业低碳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是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硬约束，钢

铁协会将发挥好低碳工作推进委员会作用，制定钢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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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行动方案和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图，组织实施氢冶

金、非高炉炼铁等低碳冶炼试点项目，配合国家有关部委

有序推动全废钢电炉发展，积极推进钢结构建筑和高强钢

筋推广应用，鼓励钢铁企业引入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

理念，引导下游产业用钢升级，推进绿色钢材消费。建议

科学精准实施“双碳”、“两高”有关政策，避免运动式

减碳和“一刀切”式控能，构建科学规范的环境保护机制

和节能减污降碳考核机制，稳妥推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改

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