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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特调研：四川地区电炉钢

厂满产，废钢资源偏紧 
 

 

2021年 6月 15日 

 

 

调研背景 

在十四五规划中，重点强调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无疑是暗示钢铁行业

将逐渐进行转型，电炉短流程炼钢将会是未来国家鼓励与支持的大方向。四川作为电炉之乡，

短流程炼钢的重点区域，2018年扎堆投产，2019年继续扩张，2020年进一步提高产能利用

率，目前废钢年需求超过 1000 万吨，了解废钢产业链从上游原料生产到终端需求企业最合

适不过。2021年一季度，废钢价格震荡走高后开始回落，进入 4月后，唐山钢厂限产加严、

全年限产政策推出等因素下需求缩减，废钢市场面临全新的挑战， 二季度废钢市场将何去

何从？站在这历史坐标点上，深入了解四川地区钢厂运行情况以及今年开工及其相关利润十

分必要。 

调研情况 

6 月上旬笔者走访了四川省有代表性的几家电炉钢厂和废钢加工基地，对废钢情况进行了调

研，情况如下。 

 

钢厂 

钢厂 A： 

（1）该钢厂通过产能减量置换、搬迁入园、环保及工艺装备升级技改方式重组整合新建钢

厂，地处政府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环保排放有指标。新厂吨钢成本预计比老厂低 100 元左右，

目前老厂利润 300 元。 

（2）2座 100吨电炉，2 条高线，3 条棒材，产能 200 万吨，占地 1000亩，距离码头十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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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新厂 2021年 6月中旬电炉点火试运行。 

（3）工信部准入场地在泸州老厂，重庆、自贡、宜宾、泸州周边有 4-5个收购点。 

（4）收废半径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辐射半径 200公里左右；重庆运费 65 元，

成都运费 85 元，贵阳、云南运费 130-140 元。 

（5）目前不收破碎料，质量差，自己的破碎线没料打，能剪的就剪切了，2-3 个厚的多，4

个以上厚的少；不收压块，掺假。收重废、中废，目前收得率 94%左右。 

（6）平电电费平均 0.5元/度。 

（7）生产高线、螺纹钢，卖向成都、重庆、贵阳、云南。 

 

钢厂 B： 

（1）产能 80万吨，占地 43000平米。 

（2）主要生产螺纹钢，24 小时生产，目前日产 3000 多吨，近期产量有所下降，面临西北过

来的建材冲击。 

（3）目前日均消耗废钢 3000 多吨，每天收 2000 多吨废钢，废钢库存 2 万吨，最高库存 3

万吨。 

（4）工信部准入场地在钢厂内。 

（5）收废半径辐射：重庆、四川，辐射半径 200 公里左右；重庆运费 95 元，成都运费 70

元。 

（6）西南废钢资源不行，3-4 级料多，资源又紧张，价格又高；目前不收破碎料，质量差；

不收压块，掺假；轻料不剪切直接加，会对供货商扣杂。 

（7）平电电费平均 0.5元/度。 

 

钢厂 C： 

（1）目前产能 80 万吨，2 个 40 吨炉，2 个精炼，1 条连铸，1 条复合扎线，生产高线、螺

纹钢，1 天 3000 吨。 

（2）开工率 90%以上，1 个月维修 3 天左右。春节停 20 天收料。 

（3）日消耗废钢 3000多吨，废钢库存 1万吨左右。薄料、重废、剪料都有，薄料、剪料多

占 60%以上，重废少。 

（4）省内 8 个点收废钢，1 个点配有 4-5 个运输车，有破碎线，自己的点加工过的废钢运到

厂不用检。自己有物流公司，产品拉出去，从基地拉废钢回来。 

（5）收废钢主要临近的德阳、成都、绵阳等地。新疆、西藏的废钢也收，运费高。 

（6）电费在 0.5-0.6元/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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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材销售代理商 7-8 家，前几天拿货积极，主要卖成都市场，成都有螺纹钢库存，最远

卖到重庆。需求好不好看代理商直发工地还是发仓库？目前发工地 40-50 车，比较正常。目

前成材 3 天库存，正常是 5-7 天库存，今年库存一直比较低。6 月贸易商面临资金问题， 

（8）将与本区域内另一家钢厂重组整合和升级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新建 2 座炼钢

车间，其中 1#车间设 100 吨超高功率电弧炉和 110吨 LF 精炼炉各 1 座、八机八流连铸机设

备 1 套。2#车间设 50 吨超高功率电弧炉和 60 吨 LF 精炼炉及 60 吨 VD 精炼炉各 1 座、六机

六流连铸机设备 1套。新建 2座轧钢车间，分别布设有粗轧机组、中轧机组和精轧机组、冷

床及备用加热炉等设备。项目建成后，采用外购预处理后的废钢为原料，年冶炼钢水 150万

吨，生产轧材 144万吨（含锰系合金特殊钢轧材、低碳普通钢轧材）。 

 

钢厂 D： 

（1）废钢需求量 18万吨/月，收得率 90%；当前 16-18万吨/月。 

（2）24 小时生产，每天耗废钢 6000 多吨，每天收 6000 吨左右，多的时候收 7000 吨，目

前废钢库存维持 2天。 

（3）料型比例：破碎料 5%；生活料 40%；工业料 30%，重废 25%。四川废钢选择性小，不收

压块易掺假。 

（4）平均电费 0.45元/吨，全水电。 

（5）旗下废钢基地拥有：破碎线 4000 马力、6000 马力和 1200 马力；6 台门式剪切机；2

台鳄鱼剪切机；6 台打包机。破碎料基地现在有好多没料打，以前破碎料火是因为炉子采用

顶装料，对料型要求高，后来改成平行加料，什么料都能加；破碎料成本高，不那么受欢迎。 

（6）拥有 200多家散户收货渠道，资源偏紧两大原因：市场侵入者（外地争抢货源）、省内

电炉需求均在提量。 

（7）收废方面：高温有部分影响，但是影响较雨季小。相对于 2020年，2021年废钢有增量。 

（8）钢材库存 6-7 万吨，正常库存，主要靠总代理，终端走的少。销量没什么问题。 

（9）新厂（3 期）计划于 2020 年 8 月初完成厂房主体建设，2020 年 12 月底完成设备安装

和调试，2021年 3月 100t 的量子电弧炉正式投产生产。 

 

钢厂 E：  

（1）该厂重组整合和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2020年 11月开工，总投资 450000万元人民币。该

项目为经信委公告的钢铁产能减量置换项目，搬迁入园。建设 100吨超高功率电弧炉 2座、

120吨精炼炉 4座（2用 2备）、8机 8 流高效连铸机 2 套，采用连铸坯直接轧制生产工艺，

形成双高速棒材生产线 2条、双高速棒线复合生产线 2条，配套建设 220KV变电站 1座、11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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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 2 座、制氧站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可达到 200 万吨/年（换算为普钢）的生产规

模，年底投产。 

（2）目前老厂日消耗废钢 6000-7000 吨，库存 2 万吨不到。现在环保查得严，货不好收，

中下库存水平。行情不好的时候基地卖得多就多收，前面高价跌价后基地货卖了，最近不好

收货。环保 7 月要来检查，成都本地废钢采购紧，电炉厂太多。 

（3）破碎线未开工，主要由于生产工艺改进，破碎料型不太适合，成本高。川内混合料比

较多。 

（4）自己的点 3 个，重庆 1 个，110-120 元运费，绵阳 1 个，成都 1 个。废钢货源：成都、

四川、重庆、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远的地方有运费补贴。 

（5）合同户有 8-10家左右，有保供量。 

（6）平均电费 0.5元/度。 

（7）成材销售，生产多少销多少比较平均。直销占 4 成，经销商 6 成。成材小距离销售，

主要在川内，周边的价格跟四川差不多，运过去可能贴，螺纹钢有地方保护主义，盘螺没影

响；成都周边运费 30 元；特殊情况，比如上个月外地价格差几百元的时候才发外省。目前

毛利润 300 元。成材 4-5 万吨库存，正常库存。 

 

废钢加工基地 

加工基地 A： 

（1）该废钢公司与成都最大拆车企业有合作。 

（2）2017年投产一台 3000马力破碎生产线，目前正常生产，由于原料供应紧张，一周

开两三次。 

（3）加工废钢主要供应陕钢，每年供应废钢 30万吨左右；川内其他钢厂也有供应，其中

每个月给金泉基地供应 1万吨左右。 

（4）废钢价格大跌后，为控风险降库存，目前废钢库存 300-500 吨，最多 7000-8000 吨。 

（5）在兰州、新疆都有点，送废钢拉螺纹钢回来。 

（6）发西安 80 元运费，发唐山邯郸 180 元，之前河北资源紧张时也发过河北。 

 

废加工公司 B： 

（1）该公司新建示范项目为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循环再生项目。项目以“碱

介质清洁提取锌”的方法回收提取汽车与白色家电镀锌板边角料中的锌杂质，取代由钢铁

厂将镀锌板边角料与普通废铁一同直接回炉熔炼. 

（2）主要采购汽车镀锌板边角料，低品位含锌二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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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在碱溶液中浸取-分离-除杂-电解法提取金属锌。 

（4）采购对象：汽车制造行业。 

（5）加工设备：1台撕碎机、4台打包机、1台提锌机器。 

（6）锌提炼后钢板打包，目前每天 100 吨每月 3000 吨打包块，8 月份量翻倍，含税自提

4300 元/吨；纯锌 1%提炼回收。系统成本 2000 多万元。电费 1 个月 10 多万，晚上生产。 

 

加工基地 C： 

（1）收废情况较 2020 年增加，从 1.5万吨/月增至 1.7万吨/月。 

（2）设备能力：破碎料 7000吨/月，龙门剪（剪料）4000吨/月，打包 4000吨/月。 

（3）分料型来看：破碎料 6000吨/月，轻薄料 3000 吨/月，钢筋切粒 2000吨/月，重废

3000吨/月。 

（4）压块也在收，但是需要撕开 

（5）目前 8000 吨库存，比正常库存高，周边因为环保不能收的场地都送过来，7 月环保

要到场检查；钢厂卸货放慢压价，本基地货就选择发外地，30%发外省。  

（6）2021年废钢增加的原因： 

a．工业料增加  

b．房地产产废量增加 

c．大型项目工程速度加快，譬如葛洲坝，产废量增加 

（7）未来发展规划： 

a．抱大腿，集中选择一家钢厂供货，让钢厂给予优惠政策 

b．降本增效，目前员工 44人，提高效能 

（8）市场只要有价差，可以从西藏收废钢，多以加工废钢为主，运费 100元（最少）230

元（最多） 

（9）电炉厂压力较大，作为基地，经营压力更大。 

 

调研总结 

从调研的几家钢厂和废钢加工基地生产情况来看，目前几家电炉钢厂毛利在 300元/吨左右，

利润不错，钢厂满产状态。受环保检查影响，一些小的收废钢场地受限，废钢往大的加工基

地送，但大的加工基地受库房场地和环保对加工时间限制影响，目前库存较高，加工能力受

限；预计这种状况会持续到 8月中旬环保检查结束，因此，这段时间废钢资源相对偏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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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川内电炉厂对废钢需求大，钢厂和基地已扩大废钢收购源，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已成

为收货源。随着上文谈到的川内几家钢厂重组和技改新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投产，由于新

设备使用、生产工艺提高，废钢需要还会增加，目前四川地区年废钢缺口 300万吨的情况预

计还会进一步扩大。调研的几家钢厂成材销售都不错，钢厂预计下半年需求会有下降，价格

波动区间较上半年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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