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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华东地区不锈钢上下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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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了解镍及不锈钢上下游各品种的实际情况，在不锈钢期货上市之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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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山东卓创资讯于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开展了本次关于不锈钢上下游企业的调研
活动，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山东和江苏地区的一些不锈钢厂、不锈钢贸易商、上
游的镍铁厂和下游的不锈钢加工厂。总体的反应是，针对目前不锈钢的行情贸易商相对
较为乐观，他们多认为当前需求较好，成本支撑较强，库存高主要与钢厂控制销售有关。
下周终端相对悲观，他们认为今年虽然销售略好于去年，但订单明显比去年难签，近期
不锈钢价格的上涨主要受成本上涨所致。钢厂相对中性，他们多按照之前的生产计划生
产，并未因近期不锈钢价格上涨而有更多的排产计划。

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A 不锈钢加工销售企业
A 公司是一家在不锈钢、碳钢领域专业从事加工、销售和技术服务、享誉全国的现
代综合性钢铁服务企业，公司拥有无锡、太原、天津、杭州、武汉、靖江、淄博、泰安
（在建）和无锡前洲九大加工中心以及 A 公司重工、A 公司钣金两大加工工厂，并在香
港、北京、上海、宁波、温州、郑州、西安、无锡、扬州设有九个分公司。
目前 A 公司集团一个月的销售量在 16-17 万吨，山东地区销售在 1 万吨左右，比
去年略微增加，拿货主要与钢厂合作，下游销售以 304 为主，占比约 70%，其中 304
冷轧占比 304 为 60%～70%。下游需求主要以环保行业、水处理行业、不锈钢水管为
主，对后期不锈钢水管的需求非常看好。
A 公司认为不锈钢期货上市会对不锈钢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但公司以深加工为主，
预计一年内不会考虑不锈钢期货。
对于后市，他们相对乐观，比较看好需求，看好不锈钢替代作用，对于市场上较多
的库存，他们认为主要与钢厂囤货不卖为主，当前不必太多关注库存。
B 不锈钢加工销售企业
B 公司坐落于山东周村，目前注册资金 3000 万元人民币，下辖山东不锈钢加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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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中心，不锈钢工程事业部，在建工业电商创新产业园，B 公司是一家不锈钢材料销售、
加工、仓储、金融、电商平台、产业园区一体化的专业公司。
目前公司需求以热轧为主，每月约 1 万吨销售量，其中热轧占比占 60%～70%，以
化工设备，油田工业为主，当前公司销售比去年略增，对后市相对乐观，主要是由于钢
厂看涨、德龙看涨，同时目前冷轧库存偏紧，对于库存的压力，他们认为主要是看好后
市囤货所致，当前 200 系价格他们认为基本见底。
B 公司 04 年开始做无锡不锈钢电子盘，对于不锈钢期货上市比较感兴趣，准备后

期在盘面上做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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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锈钢钢管销售公司
C 公司是专业生产不锈钢无缝管、不锈钢焊管的大规模生产企业，现拥有丽水松阳和广东佛山两大生产基
地。
目前公司采购以钢厂和贸易商相结合的模式，大订单从钢厂采购，包括德龙，东特，诚德，小订单从贸易
商采购。每个月销售约 700t 焊管，300t 无缝钢管，以工业需求为主，广泛用于核电、化工、造纸、电力、煤
矿等行业。
公司表示当前新客户较少，以老客户为主，销售比去年略好，目前销售价格一般为市场拿货价+2300 加工
费。
对于现货比较看好节前，主要是由于环保的原因，很多加工企业要停产，对于需求认为建材管道用量会增
加，对后市相对乐观。
D 不锈钢焊管
D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不锈钢工业焊管、钛合金、高镍合金等有色金属管以及不锈钢水管及管件的新三板
企业。公司产品主要包括 304/304L、3016/316L、321、310S、双相钢、高镍合金、钛合金等材质的流体输
送用、机械结构用、化工用不锈钢焊管及管件。
目前采购模式为钢厂+现货流通市场，当前销售 1000t 左右，厂里也会有 100t 左右库存，销售以 300 系
为主，下游以石化，造纸等工业需求为主。
他们认为今年销量略微增加，但明显感觉接单较难，当前价格上涨主要原因是由于钢厂挺价，钢厂炒作为
主。从年初到现在他们感觉市场需求并不好，终端客户按需采购为主，不存在价格上涨提前采购的情况，同时
他们认为当前钢厂库存较高，对后市不是很看好。
对于不锈钢期货，他们认为会关注不锈钢期货上市，但暂时不清楚是否参与期货套保。
E 钢铁企业
D 公司是一家以钢铁生产深加工为主导，集能源、机械、商贸、高科技与一体的国家大型企业集团。公司
主要产品为热轧不锈钢、冷轧不锈钢、热轧板、冷轧板、酸洗板、热轧带钢等。
公司不锈钢以生产 400 系为主，有 100 万吨吨不锈钢产能，400 万吨吨普碳钢产能，90%面对终端客户，
每月约 7 万吨不锈钢销售量，主要是广东的冷轧厂，下游主要用来加工生产成餐厨具。生产线为热轧酸洗，暂
时没有冷轧厂，但目前正在建，产能 18 万吨，预计明年投产。同时公司会像青山/诚德等不锈钢厂进 300 系的
不锈钢，然后轧制后卖到无锡等市场，大约有 2.5 万吨。
据他们反应，今年销售比去年略好，但整体一般，对于后市不是很乐观，对于期货他们会做。
E 不锈钢生产企业
E 公司依托盛阳、金汇、德龙等国内大型不锈钢冶炼企业热轧原料优势组建。主要生产 200、300、400 系
列不锈钢冷轧板带和深加工产品，包括 NO.1、2E 和 2B、中厚板和薄板、宽板和窄带的冷轧产品，以及多用途
的表面深加工磨砂板、8K 镜面板、彩钛板、黑钛板等彩色不锈钢板。E 公司是宏旺集团在华北的重要区域布局，
填补了华北不锈钢冷连轧产线的空白。同时，作为临沂市重点建设项目，为临沂打造不锈钢千亿产业集群、推
动不锈钢下游综合加工商贸等配套产业成型、促进临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重要的积极贡
献。
一期建设 850mm 六辊六机架连轧线及配套连续退火酸洗线一组，年产高品质冷轧不锈钢窄带 30 万吨。
二期建设 1450mm 黑皮轧制退火酸洗线一组，1450mm 十八辊五连轧线及配套连续退火酸线一组，年产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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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冷轧不锈钢宽板 60 万吨。三期建设各类不锈钢表面深加工生产线，以延伸不锈钢产业链，并大幅提升产品
附加值。
E 公司主要从德龙采购不锈钢，当货源紧张时候才会采购其他钢厂不锈钢，一般主要以深加工为主，赚加
工费，目前一个月约 8 万吨吨 304 不锈钢销售，占比约一半，产品主要销售到无锡，天津，何必，淄博，以餐
厨具为主。
目前环保对他们生产暂时没什么影响，对于后市他们不是很乐观，但近期由于德龙压货，明显感觉到 304
有所紧缺。
对于期货市场，他们不太关注，但会关注期货价格，公司目前主要扮演工厂的角色，他们认为下游贸易商
会更多关注期货市场，会进行套保。由于目前整体 304 不锈钢规格太多，品种繁杂，一个规格的货需求量不会
太大，他们认为交割的量不会太大。
F 镍铁公司
F 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 3 亿元，总资产 60 亿元，现有职工 5000 余人。公
司主要经营高镍合金的生产、销售及上下游产业链的拉长和延伸。
目前公司涉及冶金、化工、能源、金融、物流、仓储等六大行业。 公司两个厂，老厂 21 条生产线停了 8
条，新厂在临港有 20 条线，每年约 180 万吨的镍铁生产，下游主要是太钢、酒钢、张家港浦项、北海诚德、
青山，当前公司按需采购为主，原料主要来自于印尼和菲律宾，库存大约可用 6 月，虽然镍矿预计后期会紧缺，
但是由于价格太高，囤货风险较大，并没有囤货的意愿，后期可能会有一部分镍铁回来。
对于镍资源，他们认为明年的供需缺口会比较大，对于不锈钢价格他们认为当前到明年一季度不会太差，
整体不锈钢需求较好。
G 镍业公司
G 公司是一家镍合金（不锈钢）专业冶炼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公司位于盐城响水沿海经济开发区陈家港镇。
公司采用国内一流最成熟、最先进电炉、回转窑生产工艺，将红土镍矿冶炼成商品镍合金。
G 公司反应，目前他们公司正常生产，正常销售，不锈钢成本较高，价利润较低。
H 不锈钢销售公司
H 公司坐落在无锡南方不锈钢市场，公司为酒钢一级代理，与酒钢、宝新有着长期的供货协议，专营品种
有 430、443、201、202、304，主营品种有 304L、321、316L、309S、310S 等不锈钢材料，公司拥有一系
列的加工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开平、分条、磨砂、抛光等加工服务。
目前企业销售的产品广泛应用在机械制造、建筑装饰、医疗器械、食品机械、家用电器、汽车工业等各行
业。
公司是酒钢最大的不锈钢代理商，以销售 300 系和 430 为主，最近每月销售 4000t 左右，其中 430 约
2500t，300 系约 1500t，去年同期水平在 6000t 左右，同时每月还有 1000t 左右热轧销售，之前主要从德龙
拿货，现在由于 2500 德龙价格较高，从其他现货市场拿的较多。目前公司库存在 3000t 左右，属于较低的库
存。
公司今年销售低于去年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钢厂给的货少，另一方面销售略差，钜德反应目前市场的冷轧
库存还是较少。
I 不锈钢销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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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司是宏旺投资集团旗下专业销售公司，为集团旗下山东宏旺、福建宏旺冷轧产品在华东、华北和东北地
区的仓储、销售、加工、配送、售后服务等提供一体化、专业化服务。
公司位于华东不锈钢集散交易中心--无锡市东方钢材城。公司产品涵盖 200、300 系不锈钢冷轧卷板。产
品宽度囊括 510-750mm、1240mm 等；厚度在 0.22mm 至 3.0mm 间；表面等级包括 NO.1、2E、2B、2BB
等。产品广泛用于餐饮厨具、医疗器械、家用电器、汽车配件、建筑装潢等领域，并凭借优良稳定的质量、良
好的信誉、创新的营销理念畅销国内外。
当前 I 公司主要从福建和山东拿货，福建 1 万吨，山东 4 万吨左右，每月销售 5-6 万吨，以 300 系为主，
销售量不包括协议量，以销售整卷为主，贸易商和终端都有，以贸易商为主。
由于山东宏旺减产，自身库存不高，同时他们认为市场库存不高，库存较高的原因一方可能数据不准，另
一方面以钢厂库存为主，贸易商库存不高。
他们认为下游需求尚可，但下游很难接受涨价，当前 304 的价格已经处于今年最高水平，后期客观看到
16000，终端客户基本不备货，对印尼限矿基本不感冒。同时佛山近期价格并没有涨多少，无锡是由于没货所
以涨价，但如果价格太高，也可能会没人买货。
对于期货，他们很可能会做套保，对于较高他们认为，买方拿货问题不大，即使拿不到自己需要的规格也
可以在现货市场上进行调换。
J 不锈钢制品加工销售公司
J 公司是以不锈钢贸易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公司成为山西太钢，广东联众等大型钢厂的核心代理。截
止目前，力天不锈钢已在全国拥有五家分支机构，成为对中国不锈钢产业有一定影响的全国性物流配送为一体
的大型贸易公司。
当前 J 公司主要销售 201 不锈钢和彩钢板，由于 201 一直不赚钱，现以销售彩钢板为主，每月约 200-300t
销售量，彩钢板主要用在装修。
J 公司反应 200 系不锈钢需求一般，销售压力大，主要是由于产量多，品种太多造成的，今年销售不如去
年。
对于库存他们认为市场上冷轧库存不高，大部分货都在钢厂，而且现在库存越来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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