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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世界钢铁协会最新短期钢铁需求预测 

 

 

中国 

2021 年上半年，中国的钢铁需求呈现复苏势头，但到下半年，由于政府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采取严厉

的限制措施，复苏势头急剧减速。另外，由于地方政府的融资限制，基础设施投资也未能出现复苏。从

2021 年 8 月起，尽管机械制造和汽车等部分行业得到出口支撑，但制造业整体开始减速。在全球海运行

业发生滞港的情况下，造船业和集装箱制造业仍然保持坚挺。因此，尽管 2021 年上半年，钢铁需求强势

反弹 12.0%，但到了下半年，钢铁需求却收缩了 18.5%，导致全年钢铁需求整体下降 5.4%。 

2022 年，聚焦基建项目的刺激措施预计将对钢铁需求产生积极影响，并且 2022 年下半年，房地产业可

能有所改善。2021 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仍然表现强劲，但随着海外供应链瓶颈的改善，预计出口可能

出现小幅下降。整体上，预计 2022 年钢铁需求将保持平稳。2022 年刺激措施产生的余波将支撑 2023

年的钢铁需求，但却将受到环保压力的制衡。预计 2023 年，中国的钢铁需求将小幅增长 1.0%。 

在通货膨胀处于合理范围并且对俄贸易依赖度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乌克兰战争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将

相对有限，尽管如此，全球经济的预期走弱将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另外，新冠疫情持续爆发和各地大范

围的的封锁措施，也将构成经济下行风险。不过，如果外部因素对经济业绩的压力过大，相关刺激措施

将会升级，从而产生更有力的钢铁需求。  

发达经济体 

在欧盟和美国，尽管出现了几轮新冠疫情，并且制造业出现了一些供应链问题，但在 2021 年，钢铁需求

仍然强势复苏。不过，由于通胀压力，再加上围绕乌克兰发生的事件，2022 年的钢铁需求前景减弱。 

预计乌克兰战争对欧盟地区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欧盟与俄罗斯的贸易和能源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是

欧盟第五大贸易伙伴国，2021 年占欧盟贸易总量的 5.8%。能源进口占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绝大部分：

欧盟进口天然气的 45%和进口石油的 25%均来自俄罗斯。在欧盟主要国家中，意大利和德国最容易受到

影响，原因在于两国天然气消耗量的 45%以上都依赖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将进一步延缓制造业从半导体短缺局面中复苏，汽车行业是受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建筑业

活动将受到原料成本高企的影响。因此，预计在 2022 年，欧盟的钢铁需求将略有收缩，但相对于世界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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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协会在 2021 年 10 月发布的短期需求预测，本次预测是一次重要的下行调整。我们预计在 2023 年，

相关局势将趋于平稳，能源转型投资的提速将为该地区的钢铁需求提供部分积极动力。  

美国情况有所不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乌克兰战争的直接影响。预计该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发展

势头，只是高通胀令人担忧，2022 年 2 月消费物价指数（CPI）接近 8%，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的最

高水平。 

2021 年，由于多层集合住宅建筑和耐用商品表现强劲，钢铁需求强势复苏。不过，由于供应链瓶颈，汽

车产量只有中度增长。预计在 2022 年和 2023 年，这种复苏局面仍将持续，只是复苏速度有所放缓，这

反映了高基数效应以及政府为解决通胀问题而采取的货币收缩政策。非住宅建设、汽车生产、能源投资

以及基建法案的通过所带来的资本性投资项目的复苏，都将对钢铁需求形成支撑。不过，油价的高涨和

金融市场的波动，都给未来前景带来下行风险。 

在亚洲发达国家，日本的钢铁需求在 2020年下跌 10.4%，但在 2021 年上升 12.3%，原因在于该国的国

土强韧力计划和出口复苏。预计在 2022 年和 2023 年，钢铁需求将继续保持中度复苏。建筑业的背后是

强劲的公共投资，以及对物流设施和数据中心的强劲需求，但同时，供应链的限制以及资源和能源成本

的高企将继续产生负面影响。预计今年供应链的限制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但将比去年有所改善，汽车产

量将因此出现复苏。在工业机械制造业，得益于基建投资和资本投资的扩大，预计国内外的需求都将支

撑起钢铁需求的增长。 

韩国的钢铁需求仅受到新冠疫情的轻度影响，在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出现良性复苏，其背后是扎实的

出口业绩和企业投资，只是建筑业活动出现了收缩。2022 年第一季度出现的一轮强力新冠疫情，似乎并

没有对经济活动产生严重影响。预计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尽管有建筑业和造船业需求的改善，但受限

于汽车行业的有限增长，该国钢铁需求将仅出现中度增长。 

 

发展中经济体（中国除外） 

在发展中经济体，许多新兴经济体由于新冠疫苗接种率较低、病毒的持续多轮爆发、通货膨胀的强势冲

击以及因此造成的紧缩银根周期，发展中经济体的疫情复苏面临更多挑战。 

 

印度 

2022 年初的第三轮新冠疫情持续时间较短，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活动；在 2021 年第四季度，印

度的季度 GDP 增速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预计在政府推动投资措施和服务业良性复苏的支撑下，其增长

将逐渐趋于正常。不过，随着高通胀影响到消费者情绪和投资，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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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基建支出的增加和汽车产量的逐步恢复（预计半导体供应将有所改善）有可能对建筑业和制造

业形成支撑。国际市场上预期出现的原料供应限制，将会带来国内矿业产出的增加，并且对资本商品行

业形成支撑。  

不过，乌克兰战争再次带来供应链中断和通货膨胀高企的风险，这可能影响到央行的宽松性立场和消费

者情绪。 

在东盟地区，由于建筑业活动的持续性中断和旅游业的复苏缓慢，钢铁需求在疫情期间的复苏过程一直

处于缓慢状态。另外，供应链瓶颈还导致制造业的复苏速度低于预期。不过，自从 2021 年第三季度以

来，该地区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截止 2022 年第一季度，新增新冠病例数量仍然居于高位，在越南尤

其如此。东盟各国仍在逐步对外开放，预计 2022 年，建筑业项目将出现明显复苏，有可能恢复至更加常

态化的增长轨道。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当年和次年，土耳其的钢铁需求都出现两位数的增长。不过，2022 年由于该国采取的

非正统性货币政策，该国货币出现了新一轮贬值，经济业绩趋于恶化。该国政府采取的支持建筑业和供

应链正常化的措施，将在 2022 年和 2023 年使得钢铁需求出现适度增长。该国的进口和原料对俄罗斯的

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俄乌战争已经通过通货膨胀和货币波动，给土耳其经济带来严重的下行风险。 

 

2021 年，海合会国家钢铁需求的复苏速度低于其他地区，不过，随着预算压力的减轻和新冠限制的放松，

以及因此带来的建筑业项目的恢复，海合会国家的钢铁需求将会加速增长。阿联酋有可能成为复苏过程

的领头羊，同时沙特持续的经济多元化努力，预计将在未来数年，推动海合会地区钢铁需求的增长。  

在北非，旅游业的恢复、商品价格的回弹以及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相关限制措施的取消，都支撑该地区的

经济复苏。预计该地区的钢铁需求将出现中度复苏，主要原因是埃及基建投资推动的增长。不过，能源

价格和食品价格的高企，对该地区的增长构成严重挑战。 

在拉丁美洲，尽管 2021 年该地区的经济在疫情中稳步反弹，但 2022 年，该地区却面临一个更具挑战的

环境。钢铁需求继 2020 年收缩 8.8%之后，2021 年猛增 26.6%，增速最快的是巴西。不过，2022 年，

部分拉美国家的经济面临通货膨胀高企、选举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对立带来的挑战。不仅如此，乌克兰战

争和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还将进一步加剧这些挑战。预计 2022 年，由于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地区规模最

大的钢铁消费国，将在保持经济发展态势上面临一些挑战，该地区的钢铁需求将出现收缩。尤其，预计

2022 年，巴西的钢铁需求将收缩 8.5%。预计到 2023 年，该地区将出现适度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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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俄乌战争导致我们难以对该地区的国家做出任何可靠的预测。之所以指出上述两国的钢铁需求将

大幅下降，是基于以下假设：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在 2022 年结束，重建活动将在 2023 年启动。预计对

俄罗斯的制裁仍将持续。 

 

 

用钢行业 

建筑业 

2021 年，尽管中国的建筑业活动出现收缩，但是全球建筑业活动继续从疫情封锁中复苏，出现了 3.4%

的增长。复苏的动力来自基建刺激措施，大部分复苏计划都包含基建刺激措施。 

在许多国家，强有力的基建投资以及能源转型投资有可能持续推动建筑业在未来数年的增长。不过，建

筑业正面临一些阻力。像其他行业一样，全球建筑业也面临供给侧问题，这导致建筑业成本的增加。另

外，各国央行为抗击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提高利率的措施，可能在 2022 年至 2023 年给建筑业增长带来不

利影响。  

由于低利率和居家办公范围的扩大，住宅行业表现不错。通货膨胀的加速迫使购房者快速入市，利用房

地产市场进行对冲。不过，住宅价格的高企可能会损害部分社会群体未来的购房能力。在非住宅行业，

虽然办公建筑受到远程办公的不利影响，但电子商务和 IT 相关投资却对非住宅行业形成支撑。 

在地区层面，美国的多层集合住宅行业出现强势增长。另外，美国在 2021年通过的基建法案的推动下，

基建投资将获得部分积极动力。预计能源行业相关投资的复苏也将有助于美国的建筑业活动。  

在中国，随着政府为缓解房地产行业泡沫而推出相关政策，基建行业将成为建筑业复苏的主要推手。另

外，住宅建筑业还有可能得到经济刺激措施的部分少量支撑。   

在印度，基础设施的四个主要领域——国家级高速公路、铁路、水力基础设施以及政府住房，将继续成

为建筑业增长的主要推手。另外，预计住宅房地产行业的新项目也将加速增长。 

在巴西，建筑业继 2021 年出现稳健增长后，预计将在 2022 年出现适度增长，原因在于该国进入货币收

缩周期，以及美国利息的高涨。 

在石油出口国，能源价格的强势反弹显著改善了建筑业的发展前景。在海合会地区，随着预算压力的减

轻和新冠限制的放松，以及因此带来的建筑业项目的恢复，预计该地区的钢铁需求将会加速增长。 

汽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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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半年，全球汽车行业曾经一度出现强劲发展势头，但这一势头却因为供应链的瓶颈而被逆转，

2021 年全球汽车行业的复苏局面令人失望。2021 年下半年，大部分国家的汽车产量出现收缩，年终全

球汽车产量仅有少量增长。不仅如此，供应链问题还导致买家选择的减少和价格的升高。预计到 2022年

下半年，供应链瓶颈将会消失。不过，乌克兰战争有可能延缓供应链问题恢复正常的时间，欧洲地区问

题尤其突出。 

在中国，汽车产量在 2021 年增长 4.8%，预计在 2022 至 2023 年还将继续增长。新能源汽车猛增 1.6

倍，达到 355 万辆，占 2021 年汽车总产量的 13.6%。  

在美国，2021 年汽车产量的复苏也受到供应链问题的严重制约。2022 年至 2023 年，预计被抑制的需

求将会推动轻型车辆的生产。 

尽管全球汽车产量因为疫情而出现爆跌，但电动汽车行业却出现快速增长。2021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达

到 660 万辆，几乎是 2020 年的两倍。电动汽车在汽车销售总量中的占比从 2019 年的 2.49%升至 2021

年的 8.57%。该趋势的背后推手是政府汽车减排法规的收紧，当前趋势还将影响其他行业，包括相关基

础设施的开发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