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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worldsteel.org/about-us/Who-we-are.html

简介

世界钢铁协会是全球规模最大、活跃程度最高的产业协会之一，会员遍布世界各主要产钢国。世界钢铁协会的总部办公室位于比利

时布鲁塞尔，在北京设有代表处。世界钢铁协会会员覆盖钢铁生产企业，国家和地区钢铁产业协会及研究机构，会员粗钢产量占全球

钢铁产量的85%左右。

世界钢铁协会的使命是在全球钢铁行业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在事关全球钢铁行业发展的主要战略性问题，尤其是在经济、环境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世界钢铁协会起领导作用。协会面向用户、相关行业、媒体以及公众推广钢铁产品和宣传钢铁工业，帮助其会

员单位开拓市场。目前，世界钢铁协会正在汽车用钢和建筑用钢领域开展几个重大研究项目。

世界钢铁协会倡导贸易自由和不受政府干预的公平市场竞争，不从事贸易相关的活动及参与任何会员单位的商业活动。

2017年，世界钢铁协会迎来了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日，并获得比利时皇室的表彰，这是对我们协会取得的辉煌成绩及为会员单位提

供平等服务的充分肯定。

什么企业有资格加入世界钢铁协会？

世界钢铁协会的会员分为两种：

常规会员

世界钢铁协会的常规会员必须是生产粗钢并独立经营的钢铁企业，包括合金钢和不锈钢生产企业。如果是国有控股公司，要求其能

自主地做出经营和投资决策，并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经营。

附属会员

所有由钢铁生产企业组成的钢铁行业协会、联合会和研究机构可以作为附属会员加入世界钢铁协会。

https://www.worldsteel.org/about-us/who-we-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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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钢铁协会的会员，贵单位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以推动全球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为己任的钢铁行业协会的一部分，本协会

致力于通过各种活动使钢铁行业成为:

会员权益

•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行业，追求环境友好型钢铁生产，实现钢铁的

循环再利用

•  一个着眼于未来的行业，通过提升钢铁的应用、技术转移及突破

性研发努力降低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

•  一个全球化发展的行业，提倡自由市场竞争，减少市场干预

•  一个关怀备至的行业，将行业的职工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

•  一个就业前景广阔、值得长期投资的行业，是世界工业领域发展

的基石

•  登录受密码保护的会员专属外网，获取协会开展所有项目、活动

及宣传倡议等信息

•  获取会员单位专享数据、报告、案例研究及全球专题报告，这些专

题报告涉及影响全球钢铁业未来趋势及经营活动的技术及市场

研究数据

•  参与面向所有会员单位开放的全球性的市场开发活动

•  在世界钢铁协会各项会议与活动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钢铁专家

进行交流

•  参与世界钢铁协会组织的全行业范围的工作聚会、专家组和委员

会会议

•  会员公司选派有发展潜质的职员作为访问研究员到世界钢铁协会

工作，从事特定项目的研究，学习在国际层面开展工作。

成为世界钢铁协会会员之后，会员企业可以享有如下专属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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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展的项目活动是在世界钢铁协会下属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

我们通过上述委员会，为会员提供以下具体的服务：

COMMCO 交流委员会

ECON 市场研究委员会

ECO 环境委员会

ETCO 教育与培训委员会

PSCO 产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RAMCO 原料委员会

SHCO 安全与职业健康委员会

TECO 技术委员会

安全与职业健康
 +  根据会员企业在在线数据对标系统提交的数据编撰安全与职

业健康报告，每年发布

 +  钢铁业安全生产日，与国际劳工组织举办“世界安全与健康
日”同期举行，帮助会员企业防止严重事故发生，提供参与全
球安全审查项目的机会，以此证明行业对政府机构、民间组
织、其他行业、工会、全球媒体、大众发出的安全承诺

 +  每年发布安全与职业健康卓越成就奖获奖项目手册，会员企业
可以从获奖单位学习如何创造无事故的工作场所

 +  工作组确立最佳实践和制定指南，如：协议工安全与职业健康
管理、高空作业、运转的机械设备和工艺安全

 +  在线安全论坛，汇报重大安全事件、险兆事故，推动会员公司
之间的交流

联系人: 安全、职业健康和环境部部长Andrew Purvis, 

  邮箱：purvis@worldsteel.org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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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市场研究
 +  获取一年发布两次的短期钢铁需求预测

 +	 中长期预测（5-10年期预测）

 +	 会员专享的中国钢铁工业月报，月报追踪钢铁需求主要驱动力
及政府政策摘要

 +	 最具权威的全球钢铁产量及贸易统计数据

 +	 最先获得每年发行的《钢铁统计年鉴》

 +	 每年发布的《钢铁行业间接贸易报告》

 +	 钢铁行业战略问题及区域市场前景研究

 +	 统计数据及市场研究方法最佳实践的交流平台

联系人：  Nae Hee Han, 市场研究与统计数据部部长	  
  邮箱: han@worldsteel.org

传播
 +  定期开展全球调研项目，主要调研：行业美誉度、利益相关方、

主要宣传信息论证点

 + 举办传播专题会议，分享最佳实践，会员企业可从中了解最新
全球动态

 + 为官网频道“我们的故事”分享素材，该频道聚焦钢铁应用如
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塑造今天及明天的世界

 + 影像库展现会员最先进的钢铁生产设备，可供全球主流媒体
频繁采用

 + #热爱钢铁社交媒体宣传活动转化成易于供会员企业分享的不
同语言版本，及自我宣传的材料

 + 由会员单位的公关事务专家组成的传播交流网，与业界专家
互动交流

 + 数字媒体宣传小组负责协调社交媒体的宣传信息发布

 + 各类年度出版物

联系人：  Bradley Forder, 传播事务主管

  邮箱: forder@worldsteel.org

委员会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GLOBAL STEEL INDUSTRY

Direct
impact of

steel
industry 

OVERALL
IMPACT

US$2.9 trillion,
equivalent to 3.8 percent of global GDP.

ECONOMIC

ECONOMIC

ECONOMIC

SOCIAL

SOCIAL

SOCIAL

Indirect 
impact on the 
supply chain

Impact on
customer
sectors

US$500 billion
value added.

In 2017, the steel industry
sold 2.5 trillion worth of 
products and created

40.5 million 
people work within the steel
industry’s global supply chain.

For every 2 jobs in the steel sector,  
13 more jobs are supported 
throughout its supply chain.

US$1.2 trillion
value added in the supply chains.

For every $1 of value that is 
added by work within the steel 

industry itself, a further $2.50 of 
value added activity is supported 

as a result of purchases of raw 
materials, equipment, energy, 

and services. This generates over 

The steel industry facilitates

US$1.2 trillion
of value added output in

the customer sector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steel go to: 
worldsteel.org

The total value added contribution 
either supported or facilitated by  

the steel industry accounts for

ECONOMIC

SOCIAL

The steel industry employs 

people.6.1 million 

The steel industry facilitates

49.3 million jobs
in the customer sectors
around the world.

The steel industry supports
and facilitates a total of

96 million jobs globally.

OVERALL
IMPACT

Source: Oxford Economics (estimates based on 2017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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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 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收集和对标：ISO标准14404-1和14404-2，

全球对标采用的统一标准，用于衡量高炉及电弧炉流程工厂的
碳排放，是在世界钢铁协会的标准系统基础上制定的

 + 与联合国、经合组织、工商业咨询委员会及国际商会建立对
话，及从中获取的信息

 + 研讨会：碳成本、用水管理、共生产品

 + 跟踪政策和法规动态，为会员企业识别共同关注的领域，编撰
成钢铁业的立场文件

 + 共享环保政策文件、立场文件、案例研究和资料概览的信息（
包括气候变化）

联系人：  Åsa Ekdahl, 环保和气候变化项目总监

  邮箱: ekdahl@worldsteel.org

教育与培训
 + 分享人员招聘、培训、拓展及留住人才的最佳实践及对标信息

 + 为在线钢铁大学开展活动提供支持，包括模拟炼钢挑战赛、国
际钢铁管理研修班、钢铁企业经营管理（详见世界钢铁协会开
展项目页面）及其他在线课程及模拟系统

 + 钢铁主题报告直播会：每月举办的讲座，主要围绕全球钢铁
业界所关注的话题展开。讲座以网络研讨会的形式，由客座讲
师主讲

 + 访问研究员项目：	世界钢铁协会会员单位可以派遣有发展潜
力的年轻专业人才，到布鲁塞尔总部就具体项目从事短期工
作，为年轻有为的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机会

联系人： Scott Chubbs, 在线钢铁大学项目总监

  邮箱: chubbs@worldsteel.org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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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持续发展
 + 提高钢铁作为可持续发展材料的市场地位，应用生命周期评价

工具证明钢铁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材料

 + 钢铁应对其它材料应用竞争，将钢铁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材
料，证明钢铁是支持循环经济的最佳选材的工具

 + 可持续发展报告：政策和指标

 + 开展产品报废回收研究，以推广钢铁是最具回收价值的产品

 + 为钢铁产品建立世界领先的“从摇篮到工厂大门”的生命周期
清单数据库，企业可以使用网络填报本企业的相关数据

 + 生命周期评价专家组为会员提供钢铁生命周期评价工作涉及
的数据收集、方法论、工具应用及如何宣传生命周期评价提供
工作交流平台

 + 建立汽车和建筑行业的生命周期评价模型，提供分析和数据，
支持钢铁行业营销

 + 设立有关生命周期、数据收集和市场应用的会员研讨会，提高
企业竞争力

 + 面向那些制定法规、标准和指导原则的行业机构和意见领袖，
宣传钢铁行业对全生命周期评价的关注

联系人： Clare Broadbent,	产品可持续发展项目总监

  邮箱: broadbent@worldsteel.org

  Soo Jung Kim, 可持续发展传播主管  

  邮箱: kim@worldsteel.org

原料
 + 海运铁矿石、炼焦煤、废钢和直接还原铁的中期（5年）需求预

测报告

 + 原料专家组编撰的炼钢原料市场主要问题及挑战报告

 + 评估原料供应趋势、质量趋势、中国铁矿石和煤炭开采行业结
构调整举措带来的影响

联系人： Baris Ciftci, 战略研究项目主管

  邮箱: ciftci@worldsteel.org

  

  Henk Reimink, 行业提效部部长

  邮箱: reimink@worldsteel.org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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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参与全行业在线对标系统，会员公司可以与同类厂区或工厂或

者代表性参照厂区进行比较，此外，还可与较高绩效企业/厂区
进行比较，以确认有待改进的领域，这些系统安全可靠。其中一
些系统还对其他技术可能产生的作用及其对工厂或厂区的影响
进行了预测。所有信息只向提交数据的会员企业以匿名形式汇
报。当前，数据对标系统有：

 能源效率

	 设备维护与可靠性

	 工序收得率

	 可持续发展

 +  参加研讨会、专家组会议及获取报告。目前专家组有:

 电弧炉专家组

	 钢铁行业能耗专家组

	 全球技术创新专家组

	 智能制造专家组

	 设备维护与可靠性专家组

	 钢铁业工艺收得率专家组

 +  一系列技术性的期刊

联系人： Rizwan Janjua, 技术主管

  邮箱: janjua@worldsteel.org

  

  Henk Reimink, 行业提效部部长

  邮箱: reimink@worldsteel.org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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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university.org

支持性的项目

从长期而言，钢铁行业将继续深化与各国政府合作，投资重大研
发项目，开发突破性技术，以减少或消除炼钢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
放。

在通往实现突破性技术的道路上，在中短期内，通过提高工艺效率
将有助于改善气候变化。

世界钢铁协会的“能效升级”项目是涵盖原料、能源输入、工艺收
得率以及设备维护多个流程的项目，通过改进流程可使钢厂的能
源效率达到钢铁行业优秀企业的效率水平。世界钢铁协会基于领
先的实践基础上开发了四阶段清晰的效率审查流程，所有钢厂可以
参照执行。该项目将由专家顾问团队支持，所有会员均可参与该项
目。2019年，有8家钢厂参与了测试，2020年计划在20家钢厂进行
测试。

联系人: Rizwan Janjua, 技术主管

  邮箱: janjua@worldsteel.org

  

  Henk Reimink, 行业提效部部长

  邮箱: reimink@worldsteel.org

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下，在线钢铁大学作为线上的工业大学，旨在为
世界钢铁协会会员公司员工提供必须的技能和知识，并能够吸引、
培训、留住新生代的钢铁从业人员。

在线钢铁大学提供一套全面学习钢铁制造、下游应用及这些应用对
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的课程。学员通过在线钢铁大学一系列互
动及娱乐性的模拟操作，掌握钢铁制造及应用热动力原理。网站的
模拟系统可用于自学或比赛，个人或团体比赛均可，还可以结合导师
指导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互动学习中掌握知识。

在线钢铁大学还组织:

 +  年度全球性模拟炼钢挑战赛，邀请在校学生及工作不到5年的
钢铁业职工参赛，比赛要求选手完成特定牌号钢材生产，符合
技术规格并成本控制在最低值的选手胜出。比赛先在地区间在
线进行，入围者获邀亲自参加世界总决赛，世界钢铁协会理事
会成员为冠军颁奖，有机会获得丰厚礼品，为学校及所在单位
争光

 +  国际钢铁管理研讨班，钢铁管理战略的管理课程，主要满足全
球钢铁业对高端管理人才的需求

 +  钢铁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在线学习课程，学员们参加挑战创立
并运营一家钢铁公司，并实现盈利。从采购生产设备、原料、雇
佣员工、日常经营管理到改善安全、环保、质量绩效等，课程都
一一涵盖。该课程是全面了解钢铁业的综合课程，可根据会员
公司的需求进行量身定制

 +  钢铁主题报告直播会，由行业专家主讲的一系列在线讲座

联系人: Scott Chubbs, 在线钢铁大学项目总监

  邮箱: chubbs@worldsteel.org

http://steelunivers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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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汽车用钢联盟，是世界钢铁协会下属的另行收取会费的汽车用
钢专题项目组。

世界汽车用钢联盟的使命是推进和宣传钢铁的独特性能，钢铁能
够满足汽车产业的需求和挑战，并且能够做到可持续和担负环境责
任。世界汽车用钢联盟致力于打造低碳的未来，这一原则深深植入
到我们不断的研发、生产过程，进而推动汽车用钢产品升级，造福于
社会及下一代。

 +  先进高强度钢应用方案

 +  温室气体排放生命周期模型用于评估选材

 +  联合顶尖院校合作开展生命周期政策的部署工作

 +  未来趋势及对2030年后钢铁业的影响

 +  汽车车身对标及可靠数据分析

 +  重量弹性及零部件比较研究

 +  联合重点大学和政府机构解决绿色制造问题及推动先进高强
度钢的应用

联系人: Cees ten Broek, 世界汽车用钢联盟总监

  邮箱: tenbroek@worldsteel.org

市场开发项目

建筑用钢项目是一项旨在提高钢铁在全球建筑行业市场份额的项
目。该推广项目目前致力于支持钢结构，我们目前正调研世界钢铁协
如何将建筑用扁平材的主要供应商聚集一起。项目主要活动有:

 + 在国家性的协会中扮演领导地位，推动钢铁在建筑领域的应
用，减少重复工作，分享资源，利用世界钢铁协会资源开发项
目，并转化为地区层面可以共享的资源

 + 通过推动经验和技术转让，以支持建筑用钢价值链的发展

 + 推广生命周期评价工具，帮助建筑及结构工程师将钢铁作为建
筑选材

 + 开发区域及国际共享资源的建筑用钢网站，以作为启动上述项
目的平台

 + 组织建筑用钢会议，旨在将建筑用钢价值链上的主要公司邀请
参会，并且为持续上升的建筑用钢业务往来搭建平台

 + 开展终端建筑用钢统计数据，帮助理解建筑用钢市场

联系人: Terrence Busuttil, 建筑用钢项目主管	   
  邮箱: busuttil@worldsteel.org

constructsteel

http://worldautoste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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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费标准	

布鲁塞尔办公室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Avenue de Tervueren 270
1150 Brussels
Belgium
电话: +32 2 702 89 00
传真: +32 2 702 88 99
邮箱: steel@worldsteel.org

worldsteel.org

北京代表处

世界钢铁协会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50号燕莎中心写字楼

电话: +86 10 6464 6733
传真: +86 10 6468 0728
邮箱: china@worldsteel.org

会员费标准 

A. 年度会员费

对于钢铁生产企业，会费的计算依据是上一年度的粗钢产量吨

数，使用由会员协商确定的费率计算（目前为0.0111欧元/公吨）。

最低会费每年5000欧元。

对于行业协会会员，当前的会员费时每年3000欧元，自2021年起

定为每年5000欧元。

会费于每年4月1日前支付。

B. 会员可参加的活动

会员大会每年举办两次，分别在4月和10月，参会者需缴纳会务

费。差旅、酒店和杂费用由会员单位自行承担。

委员会会议和项目/专家组会议，不收取额外的参会费用，但所

有差旅相关费用都由参会者自行承担。如果为会员安排了工厂参

观、配偶游览活动和特别晚会等专项活动，这些可选活动的费用

可能向参会者收取。

C. 年会

每年10月，世界钢铁协会会举办年会，邀请会员单位参会，参会

者需缴纳会务费。

联系方式

D. 选择性项目（自愿参加，另行收费）

除了面向全体会员的常规计划项目外，世界钢铁协会还根据会员

的特别需求，开展选择性项目。会员可以选择参加，并且承担额

外费用。目前，世界钢铁协会正在开展的是“世界汽车用钢联盟”
项目，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worldautosteel.org

生产不锈钢企业可以加入国际不锈钢论坛（ISSF）,会费是基于

上年度不锈钢粗钢产量，每吨按0.0811欧元收取会费。加入国际

不锈钢论坛，将自动成为世界钢铁协会的会员。获取更多信息，

请登录worldstainless.org

会员事务联系人:

Nina Gabatan, 会员事务和业务拓展经理	

邮箱: gabatan@worldsteel.org

http://www.worldstainles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