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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不锈钢价格承压较大

2023年2月，多家不锈钢厂复工复产，产量大幅增加，导

致原料需求大增，原料价格上调，钢厂生产成本增加，现货盘

价持续走高，但下游贸易商的高成本反过来抑制价格上涨，短

期需关注下游的实际消费与加息带来的影响，价格或有冲高回

落的风险。

3月多家老牌大厂为完成生产指标继续维持高排产，3月整

体产量继续保持小幅增加，但是有部分企业因库存、成本、销

售多重压力开始减产，但是减产量级有限。目前市场主要聚焦

于下游消费能否得到强力改善，钢厂的减产范围能否扩大，短

期来看，这一过程还需要时间的发酵，价格承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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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不锈钢价格承压较大

一、不锈钢期现价格偏弱运行

2月不锈钢厂复产，但下游需求有限，导致钢厂库存、市场库存大幅增加。月内交投氛围较为

平静，加上社会库存居高不下，资源消化幅度有限，虽然钢厂盘价高位坚挺，但贸易商持货成本偏

高，出于库存以及资金的双重压力，低于市场价出货的操作常有发生。另外，不锈钢期货盘面震荡

偏弱运行，市场乐观情绪逐渐减弱，对后市行情多持不确定态度，故多乘势低价降库存。

原料方面，由于钢厂库存积压，销售难度增大，成本提升，导致原料价格受到压制，镍铁、废

不锈钢价格均大幅下调，贸易商持仓浮亏。

库存方面，2023年3月2日，全国主流市场不锈钢78仓库口径社会总库存139.93万吨，周环比下

降0.80%。其中冷轧不锈钢库存总量84.14万吨，周环比上升2.57%，热轧不锈钢库存总量55.8万吨，

周环比下降5.49%。

产量方面，2023年2月国内新口径国内41家不锈钢厂（含新增钢厂太钢鑫海）粗钢产量280.71

万吨，月环比增加17.6%。其中：200系84.89万吨，月环比增加41.9%，同比增加13.2%；300系148.31

万吨，月环比增加8.6%，同比增加15.4%；400系47.51万吨，月环比增加12.4%，同比减少1%。

3月多家老牌大厂为完成生产指标继续维持高排产，3月整体产量继续保持小幅增加，但是有部

分企业因库存、成本、销售多重压力开始减产，但是减产量级有限。目前市场主要聚焦于下游消费

能否得到强力改善，钢厂的减产范围能否扩大，短期来看，这一过程还需要时间的发酵，价格承压

较大。

二、不锈钢卷板市场行情回顾

（一）无锡卷板市场行情

热轧市场：民营304热轧月环比跌400元/吨报至16600元/吨，跌幅2.35%；201热轧月环比跌50

元/吨报至9400元/吨，跌幅0.53%；430热轧月环比价格稳为7800元/吨。

冷轧市场：民营304冷轧月环比跌400元/吨报至16900元/吨，跌幅2.31%；201J1冷轧月环比跌

https://www.mybxg.com/
https://www.mybxg.com/
https://lengzha.mysteel.com/
https://www.mybxg.com/
https://rezha.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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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吨至9850元/吨，跌幅0.51%；430冷轧月环比跌200元/吨至8300元/吨，跌幅2.35%。

200系：2023年2月无锡市场200系现货价格跌50元/吨。2月份底无锡市场库存11万吨，较1月底

环比上升20.22%。年后市场行情始终处于平淡的氛围当中，月初开始时，成交方面多以零星订单为

主，客户询单也寥寥无几，价格多以稳为主。月中开始，各大代理商库存有垒库现象，故商家开始

小幅降价操作试探市场，但收效甚微，远远未达预期情况，所以后续多数商家选择稳价观望行情。

月末几天行情回暖成交有所好转，市场价格有涨有跌，总体价格持稳运行。

300系：2023年2月无锡市场300系现货价格跌400元/吨。2月底无锡市场库存55.72万吨，较1

月底环比下降0.96%。不锈钢价格呈现一个震荡下跌的态势。月初下游陆续复工，部分急单采购，

成交较年前有所转好。月中开始成交逐渐转弱，尽管钢厂盘价偏高，贸易商在资金压力下价格缓步

下跌，对一季度后续行情持观望态势。316L冷热轧受原料价格大幅变动影响，月内价格变动频繁，

最终价格较1月底上涨400元/吨。库存方面华东钢厂分货减少叠加部分年前订单交付，整体库存呈

小幅降量。

400系：2023年2月无锡市场400系现货价格跌200元/吨。2月底400系无锡市场库存8.86万吨左

右，较1月底环比上涨29.34%。年后市场交投持续处于低位，下游厂家缺乏订单，迟迟未有集中进

场采购的迹象，钢厂资源持续到货，总体库存有较大增长。月初开始，乐观情绪仍主导市场态度，

在钢厂的强势拉涨下，现货价格小幅上涨，成交不畅，月中开始，现货价格逐步走低。库存及资金

压力下，现货价格支撑力偏弱。

图表 1：无锡市场卷板价格情况

https://huadong.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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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山卷板市场行情

热轧市场：民营304热轧月环比跌150元/吨至16750元/吨；201J1热轧月环比跌100元/吨至9100

元/吨。

冷轧市场：民营304冷轧月环比跌250元/吨至16650元/吨毛基；201J1 冷轧月环比持平至9600

元/吨毛基；430冷轧月环比持平至8300元/吨。

200系：2月佛山市场200系现货价格窄幅震荡。月内钢厂盘价较为坚挺，现货价格多有支撑，

但下游需求恢复较为缓慢，平板以及彩板的出货较为困难，整体还是刚需采购为主。贸易商多有优

惠促成交的操作，但由于持货成本居高不下，让利空间并不大，多在50元/吨上下浮动。

300系：2月佛山市场300系现货价格震荡偏弱运行。月内下游整体的需求恢复较为缓慢，交投

氛围较为平静，情况未有想象中乐观，加上社会库存居高不下，资源消化幅度有限，虽然钢厂盘价

高位坚挺，贸易商持货成本偏高，但是出于库存以及资金的双重压力，低于市场价出货的操作常有

发生。另外，不锈钢期货盘面震荡偏弱运行，市场乐观情绪逐渐减弱，对后市行情多持不确定态度，

故多乘势低价降库存。

400系：2月佛山市场400系现货价格小幅回调。春节过后，下游多忙于生产交付节前的订单，

对于原材料采购有所减少，加上需求恢复不及预期，下游企业新接订单不多，询单氛围较为冷清，

贸易商现货价格多有回调，然下游多谨慎观望，成交维持少量，贸易商在资金的压力下，现货价格

再度回调。

图表 2：卷板市场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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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锈钢型材市场行情回顾

2月不锈钢型材市场高位回吐。圆钢方面，截止月底，主流钢厂青山304φ65-130报至16500元/

吨，德龙304φ65-130报至16500元/吨；市场方面，春节过后下游市场恢复缓慢，2月份贸易商整体

成交量维持在低位，部分贸易商不得不倒挂出售，整体利润被进一步挤压。主流钢厂整体报价持续

走低，期货的订货量高于现货成交量。2月钼铁价格持续走低，加剧了市场的观望心态，316L虽库

存不高，但依旧成交寥寥，市场上大多为询价操作而非成交，预计市场库存高位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线材方面价格偏弱运行为主，其中304以跌为主，316L资源先涨后跌。钢厂方面，青山304价格

累计跌900元/吨，截止月底报至17600元/吨；德龙304价格累计跌300元/吨，截止月底报至17500

元/吨；青山316L价格累计涨1000元/吨，截止月底报至31600元/吨；德龙316L价格累计涨1300元/

吨，截止月底报至31500元/吨。钢厂2月份排产计划不断增加，但因下游需求恢复预期大大低于市

场预期，钢厂为降库存，主动让利出售。市场方面，年后原料价格强势拉涨造成下游恐慌情绪蔓延，

在生产成本高与厂库压力大影响下，贸易商为回笼资源纷纷让利抛售。纵观整个2月份，需求恢复

预期大大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下游大型项目订货没有明显的起色，资金紧张情况凸显，目前社会累

库压力在缓解，不锈钢盘面弱势带动下，预计3月线材行情先弱后强运行为主。

图表 3：型材市场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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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锈钢管材市场行情回顾

2月不锈钢管材市场价格整体震荡偏弱运行。无缝管方面，月初由于钼铁等原料端走强的带动

下，316资源价格持续上涨，涨幅多保持在500-2000元/吨。虽市场情绪有所好转，但终端客户对高

价资源接受乏力，仅304少数成交，厂商交易信心受挫。月中及月末，随镍及不锈钢飘绿，以及青

山盘价下行，主流管厂纷纷跟调，但跌幅不及前期涨势，整体价格依然处于高位，下游谨慎观望居

多，行业成交氛围低迷。据厂商反馈，虽下游项目大多已正常运行，但需求恢复并未及厂家预期，

当前多在以交付前期订单为主，基本面平静，多数大单客户对管材价格看跌，抱延迟采购心态。综

上所述，预计近期无缝管价格稳中下行为主。

焊管方面稳中调整为主。月初在钼铁走强的加持下，316资源水涨船高，而304方面跟涨幅度较

小，后期做一定补涨。但因管材价格强势，交易多停留于询价阶段，厂商多反馈出货压力较大，而

随不锈钢期货震荡不稳，市场信心趋弱，实单交易多以散单为主。月中开始，受关联品种价格影响，

焊管稍势走弱，跌幅仅200-500元/吨上下，叠加前期价格涨势过快，下游谨慎态度加持，故行情处

于胶着期，商户多以观望为主。考虑到下游需求恢复需要时间，且近期不锈钢盘面下跌较为经常，

预计不锈钢管材市场以偏弱态势运行概率较大。

图表 4：管材市场价格走势

https://gg.mysteel.com/
https://wufengguan.mysteel.com/
http://wufengguan.mysteel.com/
https://hanguan.mysteel.com/
https://www.mybxg.com/
https://gg.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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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锈钢社会库存情况

据Mysteel我的不锈钢网样本统计，2023年2月底无锡不锈钢社会库存总量75.58万吨，较2023

年1月底环比上升4.60%，；佛山不锈钢库存总量47.80万吨，环比上升13.47%；两地合计总量123.38

万吨，环比上升7.87%。

2月开始，由于春节期间垒库明显，节后钢厂明显放缓发货速度，随着市场陆续复工，但锡佛

两地的消化节奏仍存在差异。其中无锡上半月随着节前订单陆续提货，库存小幅降量，下半月跌价

氛围影响下，成交偏淡，随着钢厂到货库存开始增量，佛山市场复工较晚，提货节奏晚于无锡，随

着下游陆续复工，加之现货价格低于无锡，后半月佛山库存呈现连续降量。

图表 5：新口径不锈钢社库情况

https://www.mysteel.com/
https://www.mybx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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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无锡市场春节后到货放缓，商家陆续复工后，节前部分订单提货月初呈现小幅降库，

月中开始，阶段性补库放缓，库存高位下，下游采购谨慎，成交转淡，代理商资金压力较大，提货

节奏放缓，钢厂前置资源多有增量，再次开始垒库。

另一方面，佛山市场节后复工晚于无锡，月初开始，市场商家尚未完全复工，仍以春节期间垒

库为主，节后钢厂发运节奏放缓，随着下游企业陆续复工提货，叠加跌价行情之下佛山现货价格较

低，月中开始呈现连续降库的态势。

六、不锈钢及原材料市场展望

春节之后，不锈钢市场并未出现旺势行情。在需求表现一般，且高库存压力下，仅出现了3天

较旺行情，随后便一路阴跌，目前不锈钢行情开始进入寻底阶段。

产量方面，据中联金统计，今年1-2月份总产量在515万吨，3月份钢厂迫于高价原料，虽然明

知高成本亏损局面，但是不得不加快生产消耗高价原料，3月减产的动力并不足。预计今年1季度总

产量约在810万吨，去年同期仅为753万吨；去年四季度高达871万吨。

需求端，今年1-2月份出口接单开始萎缩；国内销售尚未有需求增量，今年热轧及中厚板需求

暂时保持稳定，而冷轧民用方面依旧表现一般，预计3月下旬消费将有所启动，高库存压力得到缓

解。不锈钢行情给原料端带来冲击，主要炼钢原料价格高位理性回落。镍铁、钼铁率先回落，铬铁

虽然暂时受供需关系以及成本支撑，但是现货上涨的空间已经被压缩。判断3月份原料价格继续下

跌是大概率事件，尤其是镍铁。钼铁已经回到春节前水平，进一步降价空间已有限。铬铁暂时略好，

价格弱平稳运行。

综上所述，高产量，高库存，面对销售周期缩减，没有增量的需求，供需矛盾在3月份很难改

变。不锈钢的价格受制于供需矛盾不能缓解，叠加未来成本下行，3月份是不锈钢市场寻底阶段，

价格承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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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龙头企业动态
青山

青山靖江一期项目 5 月试运行：青山靖江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一期项目主体结

构已完成竣工验收，部分设备陆续入园调试，二期项目也同步加快推进。据悉，立

青高端不锈钢丝智能化生产线项目是青山一期工程中启动建设最早的项目，在已完

成验收的立青项目钢结构厂房内，直线式拉丝机、管道式退火装置等设备正陆续进

厂，等待技术人员安装调试。目前正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在 5月初实现试运行。

太钢

太钢双相不锈钢板材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近日，工信部和中国工

业经济联合会下发通知，公布国家第七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及通过复核的第一批、

第四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单，太钢不锈双相不锈钢板材名列第七

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名单，是继太钢不锈超纯铁素体不锈钢 2021 年获评第六

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后，再度获评国家级单项冠军产品。

中国宝武

宝钢德盛炼钢厂踏入“智慧炼钢”2.0 时代：宝钢德盛炼钢厂积极响应集团智慧

制造产业升级以及“四个一律”号召，围绕转炉冶炼效率提升，人员作业劳动强度

降低主动发力，着眼转炉自动炼钢、自动出钢、自动溅渣、自动倒渣、远程装炉打

造“智慧炼钢”系统。目前，该厂已完成了转炉“一键出钢”热试，实现了转炉冶

炼全周期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炼钢，打通了“智慧炼钢”的最后一关，成功

踏入了“智慧炼钢”2.0 时代。

宝钢德盛炼钢厂 3 月上旬捷报频传：3 月伊始，宝钢德盛炼钢厂在公司党政领导

的关心指导下，通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捷报频传，再创佳绩。转炉作业二区碳

钢线双班单日产量创新高。3 月 4日，碳钢线单炉生产 43炉，平均 32 分钟出一炉钢，

产量达到 7232.845 吨，创历史最佳成绩。不锈钢 AOD 炉龄首次突破 100 炉大关。3

月 6 日，不锈钢线 2 号 AOD 炉龄达到 103 炉下线，从 9 月份的 81 炉到 12 月份的 90

炉，再到现在的 103 炉，该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通过开展炉龄攻关，操作和工艺

优化等方法，实现了 AOD 炉龄的又一次新突破，在现有生产工艺下，接近国内一流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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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金川集团镍精炼加压系统优化提升技改项目成功投料试产：3 月 6日，金川集团

镍冶炼厂举行镍精炼加压系统优化提升技术改造项目投料仪式并进行试生产。项目

建成后，将新增镍产能 2 万吨/年，为推动金川集团在三元前驱体材料等动力电池产

业链延伸方面提供可靠保障。该项目作为 2021 年甘肃省列重大项目，是金川集团优

化产业布局、深化资源结构调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十四五”发展规划，

高点谋划、精准落子、高效推进的重点项目之一。

鞍钢联众成为广州豁免利用含油金属屑利用能力最大企业：鞍钢联众公司始终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关

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要求，坚持推动绿色发展，积极推进含油金属屑

资源化利用项目，已与周边多家企业签订了总计 2.2 万吨的利用合作合同，成为广

州市豁免利用含油金属屑利用能力最大企业，助力广州市实现废物不出市目标，推

动钢铁行业产城融合协调发展。

鞍钢集团四家单位荣获“2021-2022 年度能力验证质量奖”：鞍钢集团联众化检验

中心、鞍钢股份质检计量中心、西昌钢钒检测计量中心、本钢板材质检计量中心等

四家单位日前在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司组织的能力验证活

动中表现突出，喜获 2021—2022 年度“能力验证质量奖”，标志着鞍钢集团检测分析

实力和水平在国内外钢铁行业实验室中处于第一方阵。

酒钢史上最大锌铝镁产品海外订单交付：近日，从酒钢集团传来喜讯，酒钢集

团出口澳大利亚的锌铝镁产品已开始分批交付，这是酒钢集团一次性承接的最大海

外订单，创历史新高。通过近两个月工作，酒钢集团宏兴股份碳钢薄板厂成功对接

澳洲京能集团光伏项目，最终签订逾一万吨锌铝镁供货合同。澳洲京能集团光伏项

目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投资额 4.31 亿美元，装机容量为 345 兆瓦，是新南

威尔士州最大的光伏电站项目。

久立特材 2022 年的初步核算净利润大增至 12.8794 亿多元：久立特材 3月 13

日发布的业绩快报（初步核算数据）显示，2022 年，通过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

产品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实施降本增效举措，加上联营企业股权

投资，其整体效益实现了大幅增长：营业总收入增长约 9.43%至 65.3732 亿多元，营

业利润增长约 53.51%至 13.8989 亿多元，利润总额增长约 53%至 13.8489 亿多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约 62.19%至 12.8794 亿多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约 73.25%至 12.6841 亿多元。

诚德、宏旺等钢厂进行检修：2 月底，佛山市场相继传出诚德、宏旺等冷轧钢厂

停产检修的消息，检修时间为 1星期。检修预计影响产量 5万吨左右，主要以 201

冷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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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龙头企业动态
日铁

日本制铁收购加拿大优质炼焦煤资源确保碳中和战略实施：日本制铁和泰克资

源有限公司各自旗下子公司近日签署了投资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制铁的全资子公

司 NS Canadian Resources Inc.收购 Elk Valley Resources Ltd.（EVR）10%的普

通股、优先股和特许权使用费权益。该公司将从泰克资源剥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

的加拿大上市公司，并拥有和经营之前由泰克资源经营的炼焦煤业务。此外，双方

还将签订长期煤炭承购权协议，EVR 将向日本制铁供应炼焦煤。

日铁不锈下调 3 月份镍系不锈钢板材合同价格：日铁不锈钢株式会社 3月 9 日

宣布，将 2023 年 3 月镍系不锈钢冷轧薄板和中厚板的国内合同价格通过调整附加费

的方式下调 2 万日元/吨，基价仍保持不变，而铬系不锈钢冷轧薄板的基价与附加费

均保持不变。这是镍系产品合同价格在 2022 年 9 月之后的首次下跌。

其他

印度金达莱不锈钢产能 2023 将达到 290 万吨：2023 年 JSL 印度金达莱不锈钢将

有较大幅度增产，预计增产不锈钢 100 万吨，计划于 2023 年 8 月陆续投产，届时 JSL

年不锈钢产能将达到 290 万吨。

美国通用不锈将条钢基价提高 7-12%：美国通用不锈合金产品公司（USAP）3 月

8日宣布，将条钢产品的基价提高 7-12%，并立即生效，目前的材料和能源附加费仍

然不变。之所以提高基价，是因为几乎所有业务的成本负担都因通货膨胀而加重。

全景资源 Savannah 镍项目向金川集团发运最后一船精矿：全景资源前不久称，

在 2023 年 1月 14 日一船 7972 湿吨镍铜钴精矿离开 Wyndham 港发往中国之后，2月

15 日又有一船 8185 湿吨精矿离开 Wyndham 港发往中国连云港，这也是 2018 年与金

川集团达成的承购协议中的最后一船，该协议 2023 年 2 月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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