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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一个生机勃勃的
全球性钢铁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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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钢铁协会是一个服务于会员、由会员主导的的国际组织。我们的主要项目活动以协会下
属的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形式开展，会员可以通过参与各个专业委员会的活动，为协会做出自己的
贡献。
世界钢铁协会是一个具有较高公众关注度的国际性行业协会。协会会员代表了绝大部分的全
球碳钢产量和不锈钢产量。世界钢铁协会的章程要求协会的各项活动遵守最严格的、最完善的反
垄断法规，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规。
在会员企业的支持下，我们力争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我们的承诺

提升钢铁产品和钢铁

把钢材定位于具有环

聚焦长期发展趋势，

增强各地区的会员支

行业的形象

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

确保钢铁行业的可持

持力度

优势的产品

续发展

这本手册简要介绍了协会的产品、服务及其他功能，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担任钢铁行业论
坛的角色。
希望贵企业能加入我们的行列。

埃德温•巴松
总干事

我们是一个服务于会
员利益、由会员主导
的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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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布鲁塞尔和北京设立
办公地点

世界钢铁协会是全球规模最大、活跃
程度最高的行业协会之一，会员遍布世界
各主要产钢国。世界钢铁协会总部设在比
利时布鲁塞尔，在中国北京设有代表处。
世界钢铁协会会员覆盖钢铁生产企业，国
家和地区钢铁行业协会及研究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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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钢铁协会协助会

员企业在建筑用钢和汽车用钢拓展钢铁的
市场发展机会。

会员约占全球钢铁产

世界钢铁协会倡导市场竞争，公平贸

量85%

易不受政府干预。我们既不从事任何与贸
易相关的活动，也不参与会员单位的商业
性活动。
2017年，世界钢铁协会成立50周
年，比利时国王授予协会“皇冠“勋章。
这份荣誉既是对协会工作中持续展示的良
好管理能力表示赞扬，也是对长期坚守非
歧视性会员政策的认可。

会员资格
世界钢铁协会会员分两种：

1

常规会员
常规会员必须是独立经营的粗钢生

2

附属会员
区域性钢铁行业协会、联合会和研

产企业（包括合金钢和不锈钢）。如果

究机构可以作为附属会员加入世界钢铁

是国有控股企业，要求其能够自主地做

协会。

出经营和投资决策，并且按照市场经济规
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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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身份

我们通过推广钢铁行业，
使其成为：

会员权益：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行业，追求环境友好

访问仅对会员开放，受密码保护的会员

型钢铁生产，实现钢铁的循环再利用

外网，获取协会开展的所有项目、活动
及宣传倡议等信息

一个着眼于未来的行业，通过提升钢铁
的应用、技术转移和突破性技术研发努

获取会员单位专享数据、报告、期刊、

力降低全球碳排放

案例研究和针对专题开展的权威研究，
包括影响全球钢铁行业的行业趋势和绩

一个全球化发展的行业，提倡自由市场

效的最新技术及经济数据等

竞争，减少市场干预
参与面向所有会员单位开放的全球性的
一个关环备至的行业，坚信行业从业者

市场开发活动

的安全和职业健康才是重中之重
在世界钢铁协会各项活动中，与来自世
一个值得长期投资、就业前景广阔的行

界各地的钢铁行业专家进行交流

业，是世界工业领域发展的基石
参与世界钢铁协会组织的全行业范围的
工作聚会、论坛和委员会，为数据收集
和对标等项目提供支持

派遣有发展潜力的员工作为访问研究员
到世界钢铁协会工作，从事特定项目的
研究，深入了解行业知识，学习在全球
层面上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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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

理事会
1

常规会员
（粗钢生产企业）

2

会长

执行理事会

执行
委员会

审计
委员会

职能委员会

附属会员
（协会）

提名
委员会

市场开发项目

主要
专家组
交流委员会

数字化沟通

市场研究委员会

市场预测

环境委员会

空气质量
共生产品
水处理

教育与培训委员会

培训指标

行业与产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生命周期评价
可持续发展报告

原料委员会

原料专家组

安全与职业健康委员会

工艺安全管理
矿山安全
协力工安全

技术委员会

智慧制造
能耗
全球技术创新

construct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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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

• 安全与职业健康卓越成就奖
• 安全与职业健康绩效标准
•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

• 我们的故事和影像库

• 安全培训视频

• 世界钢铁协会电子新闻
• 公共政策

世界

钢铁协 会工作 重 点

• 在线钢铁大学

确保本行业的
安全性与责任感

• 高强钢智能电动汽

宣传钢铁行业

车项目（世界汽车
用钢联盟）
• 零能耗建筑项目
• 建筑用钢推广项目

推广钢铁作为一种

寻求应对环境挑战

具有竞争力、可持

解决方案

续发展的材料

（建筑用钢联盟）
• 不锈钢项目
（国际不锈钢论坛）

评估长期性
大趋势

加强与其他
协会的联系
• 国际能源署路线图

• 辨识影响钢铁行业发
展的新趋势

• 气候变化相关项目

• 中短期需求预测

• 循环经济活动指标/生
命周期评价

• 原料市场趋势
• 20国集团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

•“能效升级”项目

• 经合组织钢铁委员会（产能）

• 可持续发展指标

• 国家和地区钢铁行业协会
•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世界钢铁协会会员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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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协会共设有8个专业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还设有专家组和特别工作组，为特定项目和工作提供支持。

交流委员会

市场研究委员会

• 通过社交媒体、网站、新闻报道以及印刷品，打造和推广钢铁

• 每年发布两次短期钢铁需求预测以及相关的临时报告

行业的正面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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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官网 “我们的故事”板块分享素材，该板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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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中期（5-10年）和长期预测，钢铁行业战略问题和区域市场前景研究
• 提供会员专享的中国钢铁行业月报，月度追踪钢铁需求主要驱动力和政府
政策摘要
• 提供统计学和市场研究方法最佳实践的讨论平台

• 影像库展现了会员单位最先进的钢铁生产设备，所有图片影像资料可供全
球主流新闻媒体使用

联系方式：comm@worldsteel.orgcomm@worldsteel.org

联系方式：economics@worldsteel.org

环境委员会

教育与培训委员会

• 以论坛形式讨论如何持续降低钢铁行业的环境足迹

• 针对钢铁行业内的人才招聘、员工培训、职业发展和人才流失等

• 根据协会标准系统，每年收集和分析本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ISO
14404系列标准作为全球对标采用的统一标准，是在协会的标准系统基础
上制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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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分享企业的最佳实践和对标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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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班、钢铁企业经营管理及其它在线课程与模拟系统
• 钢铁主题报告直播会，邀请钢铁行业专家参与的月度系列网络讲座

立场文件
• 举办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共生产品和空气治理的研讨会

联系方式：environment@worldsteel.org

联系方式： info@steeluniversity.org

行业与产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安全与职业健康委员会

• 就全球可持续发展、供应链以及/或者客户相关项目和标准

• 职业健康专家以论坛形式共同致力于为钢铁行业和钢铁从业人员

（ ISO、SBTi、ResponsibleSteel等），展开对话并且提供意见和建议
• 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化项目：设立“可持续发展宪章”和“可持续发展优胜
者企业”表彰活动，旨在表彰钢铁行业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的承诺
• 每年收集可持续发展指标和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开展对标和沟通工作
• 举办关于生命周期评价、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和市场应用的研讨会和培训

创建一个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并表彰对安全和职业健康工作做出贡献的
企业
• 参加特别工作组识别安全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并编制改善和管理风险
的应用指南
• 举办研讨会、课程培训和在线讲座，重点讨论工艺安全、风险管理以及心
理健康等安全领域中的关键问题。
• 提供“安全故事”在线平台，分享和交流会员企业中发生的严重事故和未
遂事故的经验教训

联系方式： sust@worldsteel.org

联系方式：safety@worldsteel.org

原料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

• 监控和分析原料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和机遇，例如：

• 参与全行业的在线安全匿名对标系统，会员公司可以与同类厂区

中国铁矿石和煤矿开采行业的重组
• 评估运营环境的预期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钢铁行业的脱碳工作，不断
提高的环境、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
• 维护废钢资源模型，预测2050年全球和地区废钢的供应

或工厂或者代表性参照厂区进行比较，提高能耗效率、设备维护与可靠性
以及工序收得率
• 在二氧化碳、电弧炉、能耗、全球技术创新、智能制造、设备维护与可靠
性以及工序收得率等领域，举办研讨会和专家组会议
• 出版一系列技术性期刊

联系方式：rawmaterials@worldsteel.org

联系方式：technology@worldste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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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研究和市场开发项目

大趋势报告

“能效升级”项目

组织专家开展大趋势评估，大趋势不可逆转且具

“能效升级”项目通过优化原料质量和使用、提高

有可持续性，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对全球社会和经

能源效率、收得率和工艺可靠性多步骤流程，从而提高

济格局带来重大影响。典型的大趋势包括城镇化、技

厂区运行效率，使其达到与钢铁行业表现最佳的企业相

术进步以及气候变化等，预计将重塑全球钢铁行业的

当的水平。

未来。

这是世界钢铁协会在通往突破性技术的道路上，率先
采取的措施。世界钢铁协会相信，在突破性技术得以开发

联系方式：strategic@worldsteel.org

之前，通过中短期工艺提效可以有效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能源效率

原料质量

在中国开展的活动

碳减排

2006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此举肯定了中国钢
铁行业对全球钢铁行业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提升。北
京代表处主要职责是协助中国会员单位积极参与世界
钢铁协会开展的项目和活动，特别是在技术、环境、
可持续发展以及市场开发等领域。

工序收得率

工艺可靠性

另外，北京代表处为全球钢铁行业与中国钢铁行
业之间，钢铁行业与利益方（包括下游用户和政策决

联系方式： technology@worldsteel.org

策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联系方式：china@worldsteel.org

在线钢铁大学
在线钢铁大学是一个在线的行业大学平台，旨在
为今天的工人队伍培养全球化竞争市场所需的技术和知
识，以及吸引、培训和保留下一代钢铁从业者。在线讲
解了钢铁的制造、在消费产品中的使用以及对我们日常
生活的影响。
联系方式：info@steelunivers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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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发计划项目（自愿加入项目）
自愿加入项目旨在推动用钢行业的发展。目前，共有两个需要额外付费加入的会员项目。

constructsteel
建筑用钢项目是一个以市场营销为重点的全球性推
广项目，旨在针对会员提出的特定市场与课题，帮
助会员进行定位和定向，领导全球协作。
与此同时，建筑用钢项目在地区层面也有所作
为，在地区层面促使全球协作变成商业机会。我们
的使命是将钢铁定位为首选的可持续发展材料，将
钢铁的优势传达给建筑业利益相关方。

加入联盟的优势：
• 参与现有的联盟工作，提议新的协作项目
• 加入项目讨论并学习其它会员的经验
• 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指导协作的课题，并分享协作项
目的改进空间
• 分享、商业化和推广协作项目
• 帮助将钢材定位为首选建筑材料，创造当前和未来的
钢铁需求

联系方式：constructsteel@worldsteel.org

世界汽车用钢联盟是世界钢铁协会下属的汽车用钢
分会。世界汽车用钢联盟的使命是推动改善钢铁的
独特性能，使钢铁能够满足汽车产业不断变化的需
求和挑战，并且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承担环境责任。
世界汽车用钢联盟致力于打造低碳的未来，这一
原则深深植入汽车用钢的研发、生产过程，进而推动
汽车用钢的产品升级，造福于社会及下一代。

加入联盟的优势：
• 获取先进高强度钢应用方案
• 利用温室气体排放生命周期模型评估选材
• 联合顶尖院校合作开展生命周期政策的部署工作
• 展示先进高强度钢在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即“出行即
服务”中的应用
• 未来趋势及对2030年后钢铁业的影响
• 实施汽车车身对标及可靠数据分析
• 纯电动汽车车身架构和其他重点行业课题的专项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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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steel@worldautoste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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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手可及

钢铁生产、贸易和消费
按月度、年度及国别，向会员提供数据报告

提供长期系列数据

会员外网
会员外网保存有大约3万份文件、报告和研究成果、指南、
立场文件及对标报告，所有这些文件全部向会员提供。
其中最受欢迎的文件列举如下：

年度安全报告、
联系方式：statistics@worldsteel.org

环境政策文件、报告等

事故、安全故事
分享

生命周期清单数据
为17种钢铁产品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提供最全面、最准确的
生命周期清单数据集

为参与生命周期清单数据收集工作的会员企业提供
本企业产品的LCI数据结果

技术类报告

原料供应和质量趋势分析

联系方式：sust@worldsteel.org

对标系统
目前世界钢铁协会提供在线数据收集、评价和对标系
统，包括：安全与职业健康、二氧化碳、可持续发展、

钢铁需求预测；短期和中

年度二氧化碳

长期预测

报告

能源效率、设备维护与可靠性、工序收得率

交动式比较分析工具
联系方式： 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

生铁、粗钢、热轧和钢铁制品的月度和年度报告

间接钢铁贸易
有关全球含钢商品贸易和钢铁间接贸易的重要实情和统计数据。全
球发展趋势分析。

提供灵活的报告方式

方法系（钢铁需求预测、
生命周期清单、可持续发
展报告）

中国钢铁行业
月度报告

联系方式：statistics@worldsteel.org

请注意，世界钢铁协会执行严格的管理规范，包括：

保密性

隐私政策

会员提交的数据仅限世界钢铁协会内部使用。未经

我们尊重会员的隐私，并按照现行法例，以最严格的保密原

会员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会员公司的任何详细

则处理会员的个人资料。

信息。

版权
我们的出版物受到版权保护。未经世界钢铁协会书面
批准，不得将出版物分发给第三方或以任何形式翻印。

更多详情，请登录世界钢铁协会官网。

世界钢铁协会会员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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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费、活动及表彰

会员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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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理事会设定的比例计算（目前为
0.0111 欧元/公吨）。最低会费为每年 5000 欧元。对于行业协会会员，当前会费定为每年5,000欧元。会费
评估在每年10月举行的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审议和批准。每年4月1日前支付会费。

会员可参加的活动
面向会员举办的会议和活动
全体会员代表大会每年分别在4月和10月举行。参会者需缴纳会议费。差旅、酒店和零杂费用由会员单位
自行承担。每年 10 月，世界钢铁协会还将举办年会。为节约会员单位的差旅费用，全体会员代表大会通常与
年会同期举行。
委员会会议和专家组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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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晚宴等专项活动，此类可选活动的费用可能向参会者收取。
访问研究员项目
世界钢铁协会为会员公司有发展潜质的职员提供作为访问研究员到协会工作的机会，从事特定项目的研
究。国际化的工作经历将有助于访问研究员提升职业发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公司或本行业未来最重要的岗
位。访问研究员一般派遣期为6-18个月，工作地点位于布鲁塞尔或北京。

表彰活动
气候行动数据收集项目认证

安全与职业健康卓越成就奖表彰计划

世界钢铁协会气候行动数据收集

“Steelie”奖

可持续发展能力

每年，世界钢铁协会对改善钢铁行

“Steelie”奖用于表彰在过去一

可持续发展是核心业务发展的需

计划旨在表彰那些履行承诺，参

业安全与职业健康的会员单位进行

年在不同领域（创新、可持续发

要，对公司持续经营发挥至关重

与世界钢铁协会二氧化碳数据收

表彰。其中改善效果最明显、影响

展、生命周期评价、交流及教育

要作用。新设立的《可持续发展

集项目的钢铁企业。

力最大、转化能力最强的项目将获

与培训）为钢铁业做出贡献的会

宪章》，旨在表彰积极参与可持

得表彰。

员公司及个人。入选名单由选任

续发展活动，在组织内部践行可

的专家委员会根据评判标准进行

持续发展的会员企业。

该项目基于共同的方法、定义和
约定范围，使得各钢铁企业能够
与平均绩效和最佳绩效进行对

筛选而产生。

标，找出可以改进的领域。

“可持续发展优胜者企业”旨在
表彰企业不仅签署《可持续发展
宪章》成为宪章成员，并且在可
持续发展领域设立更高标准。

加入世界钢铁协会或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membership@worldsteel.org
2022©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2022 | 设计: MakeAlias.com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Avenue de Tervuren 270
1150 Brussels
Belgium
T: +32 (0) 2 702 89 00
F: +32 (0) 2 702 88 99
E: steel@worldsteel.org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
燕莎中心写字楼 C413 室
100125
T : +86 10 6464 6733
F : +86 10 6468 0728
E : china@worldsteel.org
worldsteel.org

Printed on FSC certified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