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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6 年全球粗钢产量 16.28 亿吨， 同比增长 0.50%，扣除掉中国的粗钢产量后，约年产

8.20 亿吨，同比增长仅 0.43%。 考虑到进出口对实际耗钢的影响后，我们发现 2016 年国外整

体粗钢表观消费量同比减少0.11%。 2017 年前 11 月的数据显示国外粗钢表观消费量仅增加

0.63%， 即比 2016 年同期增加 520 万吨左右， 考虑到各国库存还有小幅的增加， 我们认为国

外实际耗钢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若 2018 年表观消费增速可以进一步上升， 则可能会对耗钢具

有正贡献。  国外粗钢表观消费量测算（万吨）     -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 1-11 月       全球粗钢产量   143343   153800   156013   165035   166945   162000   162805  

141285       同比变化率   15.72%   7.30%   1.44%   5.78%   1.16%   -2.96%   0.50%   5.34%       扣除中国

后粗钢产量   79469   83604   82909   82835   84714   81618   81968   70102       同比变化率   20.10%  

5.20%   -0.83%   -0.09%   2.27%   -3.66%   0.43%   5.10%       中国表观需求   61206   66793   68761  

76575   74038   70035   70940   70447       同比变化率   6.55%   9.13%   2.95%   11.36%   -3.31%   -5.41%  

1.29%   9.07%       国外粗钢表观消费量   82137   87007   87252   88460   92907   91965   91865   83104      

同比变化率   23.64%   5.93%   0.28%   1.38%   5.03%   -1.01%   -0.11%   0.63%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钢铁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策略报告》共二十章。首先

介绍了钢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钢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钢铁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

，然后介绍了钢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钢铁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

了钢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钢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钢铁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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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调整钢材贸易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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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钢铁产业发展概述中国粗钢表观消费量（万吨）     -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 1-11 月       粗钢产量   63874   70197   73104   82200   82231   80383   80837   76480  

    同比变化率   10.69%   9.90%   4.14%   12.44%   0.04%   -2.25%   0.56%   5.70%       中国表观需求量  

61206   66793   68761   76575   74038   70035   70940   70447       同比变化率   6.55%   9.13%   2.95%  

11.36%   -3.31%   -5.41%   1.29%   9.07%       第二产业 GDP 同比变化   12.70%   10.70%   8.40%  

8.00%   7.40%   6.20%   6.30%   6.30%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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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年铁矿石市场发展态势

三、2019年铁矿石谈判形势分析

第二节 2019年生铁市场分析

一、2019年我国生铁生产情况分析

二、2016年我国生铁市场分析

二、2019年我国生铁市场分析

三、2019年生铁进口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2019年铁合金市场分析

一、2019年我国铁合金生产情况分析

二、2019年铁合金市场价格行情

三、2019年中国铁合金市场发展分析



四、2019年铁合金市场发展趋势

第四节 2019年焦炭市场分析

一、2019年中国焦炭生产情况分析

二、2019年中国焦炭市场发展情况

三、2019年中国焦炭市场供需分析

四、2017中我国焦炭市场展望

第五节 2019年废钢市场分析

一、2019年废钢市场发展情况

二、2019年中国废钢进口分析

三、2019年中国废钢市场需求分析

四、2019年废钢铁市场的走势

第六节 2017钢坯

一、2019年中国钢坯市场分析

二、2019年中国钢坯进出口情况

三、2019年中国钢坯市场展望

 

第三部分钢材主要企业分析

第十七章国外主要钢材企业经营分析

第.一节 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安赛乐米塔尔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9年安赛乐米塔尔经营状况分析

第二节 新日本制铁公司（NIPPON STEEL CORPORATION）

一、公司简介

二、2016财年新日本制铁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7财年新日本制铁公司经营状况

第三节 韩国浦项钢铁（POSCO）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浦项钢铁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9年浦项钢铁经营状况分析

第四节 美国钢铁公司（USS）

一、公司简介



二、2019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第五节 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Thyssen Krupp）

一、公司简介

二、2016财年蒂森克虏伯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7财年蒂森克虏伯经营状况

第六节 俄罗斯谢维尔钢铁公司（Severstal）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谢维尔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9年谢维尔经营状况分析

第七节 印度塔塔钢铁公司（Tata Steel）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塔塔钢铁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9年塔塔钢铁经营状况分析

 

第十八章中国钢材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第.一节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2016-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6-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9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五、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二节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6-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6-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9年企业发展最新动态与策略

五、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三节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6-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6-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9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五、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四节 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6-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6-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五节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2016-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6-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9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五、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六节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2016-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6-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9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第四部分钢材行业竞争环境与投资前景预测

第十九章中国钢铁行业竞争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中国钢铁行业国际竞争布局

一、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

二、中国钢铁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

三、中国钢铁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着眼点

四、中国钢铁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

第二节 中国钢铁行业国内竞争概况

一、中国钢铁市场竞争环境浅析

二、中国钢铁业国内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

三、中国钢铁企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五、2019年中国钢铁业的竞争分析

第三节 中国钢铁企业应对竞争的策略

一、中国钢铁企业竞争策略的多角度分析



二、中国钢铁业竞争策略的改变

三、中国钢铁行业提升竞争力战略

第四节 钢铁业未来竞争的定位

一、控制钢铁业供应链下游

二、以用户为方向创造价值

三、政府创造稳定的政策环境

 

第二十章 2020-2026年中国钢材投资及发展前景展望

第.一节 钢铁行业投资分析

一、2019年中国钢铁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二、基建投资拉动钢材市场需求

三、农村用钢将成为钢材市场新的增长点

四、中国废钢铁投资市场前景分析

五、2019年中国钢铁业投资方向分析

第二节 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前景

一、&ldquo;十三五&rdquo;钢铁工业节能目标及措施

二、&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战略

三、2019年中国钢铁行业整合展望

第三节 &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钢铁行业发展趋势

一、2019年全球钢铁年产量预测

二、&ldquo;十三五&rdquo;中国钢铁产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四节 2020-2026年中国钢材市场需求预测

一、2020-2026年中国钢材市场形势分析

二、2020-2026年中国钢材的需求预测

三、2020-2026年中国钢铁消费需求解析

略&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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