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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估方法论和价格定义指南 

范围 
 
       本指南涵盖了 CRU 在所有地区市场的普通合金、铬、钼、镍、特种合金和小金属以及电池金属的价格评估。它应

与 CRU 集团合规框架和方法论指南一起阅读。它详细说明了这些产品价格的评估方法论，具有优先性，其他事宜参见

集团方法论指南。 

价格评估方法论 

       CRU 对普通合金、铬、钼、镍、特种合金和小金属以及电池金属的价格评估完全是基于真实交易。仅使用交易数

据作为数据输入以确保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真实的现货市场，不存在因市场情绪、错误意见、投机或者是由已确认但最终

未执行的询价和报价所带来的信息风险。这种方法适用于在现货合同中广泛使用的价格。 
 
    要制定一个价格，严谨、分析师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同等重要，因此我们的方法论坚持使用交易数据，并在必要时使

用一定的专家判断（详见下文）。 
 

数据提供者 
    价格评估是通过与广大市场参与者的定期讨论中获取的，包括生产商、买家以及处于供应链关键节点的贸易商。

CRU 经常对这个信息收集网进行审查和维护，以寻求买方和卖方的平衡。 
 
 
提交的数据和提交流程 
    所有价格完全基于交易数据（实际达成的交易），可接受的价格类型没有等级之分。CRU 试图与交易双方核实每笔

交易，但如果无法实现这点，将接受一方提供的交易价格。数据提供者可以提交与出价/报价相关的信息或对当前市场

价格的意见，但这些信息将严禁用于最终价格评估的计算。 
 

可接受的价格仅限于正常交易。这意味着交易必须是在所有权不相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并且/或者交易不属于任

何其它安排的一部分。因此，这必然排除公司内部交易。 
 
    数据提供者向 CRU 提供一个或多个单一价格数据，每个价格数据都与特定交易期间内（自上次评估以来的期间）达

成的单个现货交易（销售或采购）有关。数据提供者还需要提供包括化学成分、交货日期、数量和付款条件等信息。 
 
       生产商与贸易商、生产商与消费商以及贸易商与消费商之间的交易可能都包括在 CRU 价格评估之内，但在最终评

估中不会用到贸易商之间的交易信息。业内人士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一对一的即时通讯方式、传真或其它私人通

讯方式向 CRU 提交价格。所有价格数据都是保密且被安全存储的。 
 
       CRU 力求对整个市场的公开调查，以确保其评估的价格是可重复的。我们将仔细审查提交的信息，或者寻找更多

的信息来确保满足这一条件。否则这类数据可能会被完全排除在最终的价格评估之外。 
 
最终价格评估计算 
 
流程 
       公布价格范围的高低值确立如下： 

1. 所有提交的数据点都根据相关产品规格的可接受标准以及本研究方法中规定的标准进行评估。 
a. 无需标准化而满足标准的数据点被确定为可接受。 
b. 需要标准化和可以标准化的在被标准化后被确定为可接受。 
c. 所有其它数据将被拒绝，它们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不会用于后续的价格评估。 
d. 剩下的数据点中，如果异常值（定义如下）不符合可接受标准，例如不确定为可重复，也可以作为不

接受值予以拒绝。 
2. 剩余可接受数据点的中位数通常被计算成交量加权平均值。在罕见情况下，一个价格没有相应的交易量，所有

其它价格的平均交易量将被用作该价格的权重。如果价格与成交量没有关联，则采用平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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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家判断用于确定公布价格区间的高低值，参考当前和以前评估期间，中位数周围可接受数据点的分布以及最

低和最高的可接受数据点的数值。诸如标准偏差之类的指标可以作为此过程的指导，但不能作为范围的唯一决

定因素。 
这意味着公布范围的高低不一定等于可接受的最高和最低的数据点，因为这样做会： 

a.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布范围的高低值会产生过度的波动。 
b. 根据单个交易来定义范围，这些交易的成交量权重可能很小，且忽略了其它可接受的数据点。 

 
标准化 
    符合以下精准定义的数据不经过任何转换就有资格纳入价格。不合格的数据可能依然有资格作为价格的输入信息，

但必须经过标准化流程，如调整其主要化学成分，国际贸易术语，装货位置，货船大小，品位，针对初始价格的升水或

贴水的关税。 
 
       升水或贴水的值是通过应用一个或多个使用价值或规格的估值来确定的；运费；关税或贸易成本调整。用于进行这

些调整的参数是根据与数据提供者的协商来更新的。标准化通常限于主要化学品含量的调整，根据国际贸易术语和实际

或者估计运价进行价格还原。 
 
       标准化是一个必要的调整过程，用于使报告的市场信息与定价方法保持一致。将价格标准化的决定和/或标准化过

程中使用的价值选择构成了专家判断。 
 
排除异常值 
    在判断是否将一个数据用于最终价格的计算时，分析师可以使用专家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同一时间范

围内从其他数据提供者收集到的数据范围和分布情况；以前从同一数据提供者接收到的数据；数据提供者提供的非价格

信息以及从其它来源获知的当前市场状况。最终价格中包含或不包含输入数据将被记录在册。 
 
       任何偏离之前评估价格范围的价格数据或者在交易期间收集到价格数据将接受价格分析师的额外审查。例如：如果

一笔交易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异常值，那么可能会被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用于作为进一步验证的手段。证明文件通常是

合同或采购/销售订单，但其它文件也可以被接受。根据 CRU 的判断，当数据被证实或被认为有效时，可以不提供证明

文件。 
 
       在最终评估中，由买卖双方核实或有证明文件证明的交易通常比没有任何证明文件的交易占更大的权重。 
 
 
在缺乏流动性的市场评估价格 
    在价格评估期内，如果没有符合或经过标准化仍不符合相关方法论的价格，则前一期公布的价格将被延用，用作公

布价格的最终评估值。 
 

金属硅 
 
       仅对金属硅而言，以下方法是为了确保在市场流动性较低时不同等级产品之间的价差是正确的： 
 
1. 欧盟 98.5% Si 5-5-3 DDP 
       根据最终用途和纯度的定义，5-5-3 金属硅（5-5-3）的价格通常低于 4-4-1 金属硅（4-4-1）。为避免因现货市

场缺乏流动性而导致 5-5-3 和 4-4-1 价格出现偏离的情况，CRU 采用以下方法调整其欧洲金属硅的价格评估。 

 如果 4-4-1 价格低于 5-5-3，且在接下来的 14 天里这两种产品都没有新的可接受的交易数据记录，那么 CRU
将调低 5-5-3 的价格，用以反映 5-5-3 对 4-4-1 的历史贴水 

 5-5-3 价格维持这一贴水直至收集到进一步可接受的交易数据 

       CRU 通过对特定时期内的交易价格进行专家判断，来确定产品之间的历史贴水/升水。如果 CRU 在同一时间

收到支持 4-4-1 的交易数据被评估在 5-5-3 之下，那么该水平将继续保持直到两种产品都另有一笔交易记录。如有

需要将再次执行上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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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盟 99% Si 4-4-1 DDP 
       根据最终用途和纯度的定义，5-5-3 金属硅（5-5-3）的价格通常低于 4-4-1 金属硅（4-4-1）。为避免因现货市

场缺乏流动性而导致 5-5-3 和 4-4-1 价格出现偏离的情况，CRU 采用以下方法调整其欧洲金属硅的价格评估。 

 如果 5-5-3 价格高于 4-4-1，且在接下来的 14 天里这两种产品都没有新的可接受的交易数据记录，那么 CRU
将调高 4-4-1 的价格，用以反映 4-4-1 对 5-5-3 的历史升水 

 4-4-1 价格维持这一溢价水平直至收集到进一步可接受的交易数据 

       CRU 通过对特定时期内的交易价格进行专家判断，来确定产品之间的历史贴水/升水。如果 CRU 在同一时间

收到支持 5-5-3 的交易数据被评估在 4-4-1 之上，那么该水平将继续保持直到两种产品都另有一笔交易记录。如有

需要将再次执行上述方法。 
 

 
专家判断 
       专家判断可能适用于判断提交的价格数据是否与已达成的真实交易有关；交易是否是独立执行的；是否需要将所提

交的价格资料标准化；任何标准化的方法；以及在最终价格的计算中是否包含一个数据点（不包括异常值）。 
         
       专家判断的使用，通常仅限于在衡量由于不同国际贸易术语或主要化学成分异于规格的交易中的升贴水。如果有任

何疑问或者在集体意见可以提高判断质量的情况下，分析师在使用专家判断之前将与一位或几位同事进行协商。 
 
    如集团合规框架和方法论指南第 2.5 章节所述，专家判断应用的一致性是通过综合选择、正式和非正式培训和审查、

监督和管控流程的合力来实现。 
 
 
验证  

从数据收集到最终发布过程中的每个关键阶段（如存在错误的地方或需要对任何专家判断的应用进行核实的时候），

均由第二名分析师对输入的数据点、计算和最终发布的价格进行检查和验证，该验证及包括验证人的的身份在内的相关

信息将被记录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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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金 

锰铁 

美国 HC 76% Mn EXW 
前 RN 名称： N.A 高碳锰铁 
前月报名称： 高碳锰铁美国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76%锰、7%碳、1.5%硅、最大 0.25%磷、0.3%硫磺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每长吨材料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长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HC 76% Mn DDP 
前 RN 名称： 欧盟高碳锰铁 
前月报名称： 高碳锰铁 西欧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76%锰、7%碳、1.5%硅、最大 0.25%磷、0.3%硫磺 
价格条件:  交货价、完税、每吨材料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仓库或生产厂，附加位置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中国 HC 75% Mn DAP 
等级： 75%锰 
价格条件:  每吨材料、钢厂交货、主要为河北 
信用证/付款条款:  不适用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0 吨+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华北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包含 VAT，其它税除外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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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HC 76% Mn FOB 
等级： 76%锰、7%碳、1.5%硅、最大 0.25%磷、0.3%硫磺 
价格条件:  FOB 印度，每吨材料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生产厂，附加位置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中东地区、东南亚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中国 HC 75% Mn FOB 理论报价 
前 RN 名称： 中国高碳锰铁 
前月报名称： 高碳锰铁 中国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75%锰；最高 8%碳 
价格条件:  每吨材料、FOB 港口，主要是天津和防城港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4-8 周 
主要客户市场： 目前不存在 
定价:  计算的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日本 HC 75% CIF 理论报价 (CN orig.) (停更)  
前月报名称： 高碳锰铁 日本 CRU 理论中国进口 
等级： 75%锰 
价格条件:  CIF 日本 
信用证/付款条款:  不适用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0+吨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 
定价:  计算的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日本 HC 76% CIF  
等级： 76%锰 
价格条件:  CIF 日本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生产商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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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中国 HC 65% Mn DAP  
等级： 65%锰 
价格条件:  每吨材料、钢厂交货、主要为河北 
信用证/付款条款:  不适用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0 吨+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华北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包含 VAT，其它税除外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美国 MC 80% Mn EXW 
Former RN name:               N.A Medium-Carbon FeMn  
前 RN 名称： N.A 中碳锰铁 
前月报名称： 中碳锰铁美国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80%锰、1.5%碳、最大 0.3%磷、0.2%硫磺、1%硅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每磅锰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MC 81% Mn DDP 
前 RN 名称： 欧盟中碳锰铁 
前月报名称： 中碳锰铁 西欧 CRU 现货 – 进口(81% 锰) 
等级： 81%锰、1.5%碳、最大 0.3%磷、0.2%硫磺、1%硅 
价格条件:  交货价、完税、每磅材料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仓库或生产厂，附加位置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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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MC 75% Mn DAP 
等级： 75%锰，最高 2%碳 
价格条件:  每吨材料、钢厂交货、主要为河北 
信用证/付款条款:  不适用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0 吨+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华北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其它税除外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MC 75% Mn FOB 理论报价 
前 RN 名称： 中国中碳锰铁 
前月报名称： 中碳锰铁 中国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75%锰；最高 2%碳 
价格条件:  FOB 中国港口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国外目的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4-8 周 
主要客户市场： 目前不存在 
定价:  计算的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美国 LC 80-85% Mn EXW 
前 RN 名称： N.A 低碳锰铁 
等级： 80-85%锰、最高 0.5%碳、2%硅、0.3%磷、0.3%硫磺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每磅锰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硅铁 

美国 50% Si EXW 
前 RN 名称： N.A 硅铁（50%） 
等级： 50%硅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或生产厂，每磅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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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卡车或以上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 75% Si EXW 
前 RN 名称： N.A 硅铁（75%） 
前月报名称： 硅铁 美国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75% 硅, 最高 0.1% 钒, 最高 1.5% 铝 (标准 2” X 1/2")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或生产厂，每磅硅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75% Si DDP 
前 RN 名称： 欧盟硅铁（75%） 
前月报名称： 硅铁 西欧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75% 硅, 最高 1.5% 铝, 0.10% 碳, 0.04% 磷, 0.01% 硫磺 (标准 10-50mm)  
价格条件:  DDP，每吨材料（非硅）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仓库或生产厂，附加位置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 SiC 87-90% Si EXW (停更) 
前 RN 名称： N.A 金刚砂 
等级： 87-90% 硅, 2-5% 碳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或生产厂，每磅毛料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50 磅包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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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短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中国 75% Si FOB 
前 RN 名称： 中国硅铁 
前月报名称： 硅铁 中国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74-80% 硅 
价格条件:  FOB 中国天津港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 国外目的地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通常 4-8 周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韩国、美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75% Si DAP 
前月报名称： 硅铁 中国 CRU – 国内 
等级： 75%硅 
价格条件:  每吨材料、钢厂交货、主要为河北 
信用证/付款条款:  不适用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0 吨+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华北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其它税除外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72% Si FOB 
等级： 72-74%硅 
价格条件:  FOB 中国主要港口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 国外目的地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0 吨+ 
时间: 通常 4-8 周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韩国、美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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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72% Si DAP 
等级： 72-74%硅 
价格条件:  每吨材料、钢厂交货、主要为河北 
信用证/付款条款:  不适用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0 吨+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华北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其它税除外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日本 75% Si CIF (CN orig.) 理论值 (停更) 
前月报名称： 硅铁 日本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75%硅 
价格条件:  CIF 日本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电汇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通常 4-8 周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日本 75% Si CIF  
前月报名称： 硅铁 日本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75%硅 
价格条件:  CIF 日本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电汇 
装货位置： 生产商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不超过 12 周的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硅锰 

美国 65% Mn EXW 
前 RN 名称： N.A 硅锰 
前月报名称： 硅锰 美国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65-68% 锰, 16-18.5% 硅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或生产厂，每磅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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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65%Mn DDP 
前 RN 名称： 欧盟硅锰 
前月报名称： 硅锰 西欧 CRU 现货  
等级：    65-68% 锰, 16% 硅, 2% 碳, 0.03% 磷, 0.03% 硫磺  
价格条件:  交货，完税，每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仓库或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中国 65% Mn DAP 
前月报名称： 硅锰 中国 CRU – 国内 
等级：    65% 锰, 16% 硅 
价格条件:  每吨材料、钢厂交货、主要为河北 
信用证/付款条款:  不适用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0 吨+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华北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其它税除外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印度 65%Mn FOB 
等级： 65%锰，16%硅 
价格条件:  FOB 印度，每吨材料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货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的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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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印度 60%Mn FOB 
等级： 60%锰，14%硅，2.5%碳 
价格条件:  FOB 印度，每吨材料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货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的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中国 65% Mn FOB 理论值 
前 RN 名称： 中国硅锰（65/17） 
前月报名称： 硅锰 中国 CRU 现货 – 出口 
等级： 65%锰，17% 硅 
价格条件:  FOB 中国港口（主要是天津港和防城港）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 国外目的地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通常 4-8 周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非洲和亚洲 
定价:  计算的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频次： 每两周，每周二和周四 

日本 65% Mn CIF (CN orig.) 理论值 (停更)  
前月报名称： 硅锰 日本 CRU 理论中国进口 
等级： 65%锰，17%硅 
价格条件:  CIF 日本 
信用证/付款条款:  不适用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 
定价:  计算的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日本 65% Mn CIF  
等级： 65%锰，17%硅 
价格条件:  CIF 日本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生产商主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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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日本 65% Mn CIF (IN orig.) 
前月报名称： 硅锰 日本 CRU 现货 – 进口（印度） 
等级： 65%锰，17%硅 
价格条件:  CIF 日本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电汇 
装货位置： 生产商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中国 60% Mn FOB 理论值 
前 RN 名称： 中国硅锰（60/14） 
等级： 60%锰，14% 硅 
价格条件:  FOB 中国港口（主要是天津港和防城港）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 国外目的地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通常 4-8 周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非洲和亚洲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出口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60% Mn DAP 
等级：    60% 锰, 14% 硅 
价格条件:  每吨材料、钢厂交货、主要为河北 
信用证/付款条款:  不适用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0 吨+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华北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其它税除外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CRU Prices Service | 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  Page 18 of 45 

金属硅 

美国 98.5% Si 5-5-3 EXW 
前 RN 名称：   N.A 5-5-3 硅 
前月报名称： 金属硅 美国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98.5% 硅; 最高 0.5% 铁; 0.5% 铝; 0.3% 钙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或生产厂，每磅硅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98.5% Si 5-5-3 DDP 
前 RN 名称： 欧盟 5-5-3 硅 
前月报名称： 金属硅 欧盟 CRU 现货  
等级：    98.5% 硅; 最高 0.5% 铁; 0.5% 铝; 0.3% 钙 
价格条件:  DDP，每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仓库或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不适用 

中国 98.5% Si 5-5-3 FOB 
前 RN 名称： 中国 5-5-3 硅 
前月报名称： 金属硅 中国 CRU 现货 – 出口 
等级： 最低 98.5% 硅; 最高 0.5% 铁; 0.5% 铝; 0.3% 钙 
价格条件:  FOB 中国广州黄埔港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 国外目的地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散装，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通常 4-8 周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韩国、东南亚、印度和欧洲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98.5% Si 5-5-3 DAP 
前月报名称：   金属硅 中国 CRU –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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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最低 98.5% 硅; 最高 0.5% 铁; 0.5% 铝; 0.3% 钙 
价格条件:  交付客户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金/银行承兑汇票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其它税除外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日本 98.5% Si 5-5-3 CIF 
前月报名称： 金属硅 日本 CRU 现货 – 进口 
等级：  最低 98.5% 硅; 最高 0.5% 铁; 0.5% 铝; 0.3% 钙 
价格条件:  CIF 日本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原产地，主要是中国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个集装箱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99% Si 4-4-1 DDP 
前 RN 名称： 欧盟 4-4-1 硅 
前月报名称： 金属硅 欧盟 CRU 现货 （4-4-1） 
等级：    99% 硅; 最高 0.4% 铁; 0.4% 铝; 0.1% 钙 
价格条件:  DDP，每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仓库或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不适用 
           

 
中国 99% Si 4-4-1 FOB 
前 RN 名称： 中国 4-4-1 硅 
等级： 最低 99% 硅; 最高 0.4% 铁; 0.4% 铝; 0.1% 钙 
价格条件:  FOB 中国广州黄埔港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 国外目的地港口 
类型:  现货 



 

CRU Prices Service | 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  Page 20 of 45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通常 4-8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韩国、东南亚、印度和欧洲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99% Si 4-4-1 DAP 
等级： 最低 99% 硅; 最高 0.4% 铁; 0.4% 铝; 0.1% 钙 
价格条件:  交付客户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金/银行承兑汇票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其它税除外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美国 poly-Si 9-11N EXW (停更) 
前 RN 名称：   多晶硅反式 
等级：    9-11N 硅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或生产厂，每公斤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大包装袋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公斤 
规模: 吨块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国际采购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不适用于美国 
     
 
   

锰矿 

中国 块矿 36-38% Mn CIF 
前 RN 名称： 锰矿 36-39%块矿 
等级： 36-38%锰 
价格条件:  CIF 中国主要港口，每干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集装箱 
装货位置： 生产商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干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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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多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国内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无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Lump 44% Mn CIF 
前 RN 名称： 锰矿 44%块矿 
前月报名称： 锰矿 CRU－现货进口（44%锰） 
等级： 44%锰（范围 42-45%） 
价格条件:  CIF 中国主要港口，每干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集装箱 
装货位置： 生产商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干吨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多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国内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无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Lump 36-38% Mn FOT 天津 
等级： 36-38% 锰 
价格条件:  FOT 天津港，每干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款 
包装： 散装、集装箱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干吨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多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冶炼厂和贸易商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Lump 44% Mn FOT 天津 
等级： 44% 锰（范围 42-45%） 
价格条件:  FOT 天津港，每干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款 
包装： 散装、集装箱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干吨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多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冶炼厂和贸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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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印度 块矿 36-38% Mn CIF (停更) 
等级： 36-38%锰  
价格条件:  CIF 印度主要港口，每干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货、集装箱 
装货位置： 生产商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干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的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印度内陆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无 

印度 块矿 44% Mn CIF (停更) 
等级： 44%锰 （范围 42-45%） 
价格条件:  CIF 印度主要港口，每干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货、集装箱 
装货位置： 生产商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干吨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的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印度内陆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无 
 
 
 

金属锰 

中国 EMM 锰片 99.7% Mn FOB 
前 RN 名称： 中国金属锰片 
等级： 最低 99.7% 锰（电解锰） 
价格条件:  FOB 中国广州黄埔港 
信用证/付款条款:  信用证或电汇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 国外目的地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通常是 25 吨集装箱 
时间: 通常 4-8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韩国、东南亚、印度和欧盟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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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MM 99.7% Mn EXW 
前 RN 名称：   N.A 电解锰 
等级：    99.7% 锰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卡车或更大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EMM 99.7% Mn DDP 
等级：    99.7% 锰 
价格条件:    DDP，每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或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卡车或更大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CRU Prices Service | 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  Page 24 of 45 

铬 

铬铁 

美国 HC 47-55% Cr EXW (停更) 
前 RN 名称：   N.A 高碳铬铁 47-55% 
前月报名称：   美国铬铁：CC 47-55%进口 
等级：    47-55%铬，6-8% 碳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含铬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HC 47-55% Cr DDP 基准价 
前 RN 名称：   欧洲 高碳铬铁 47-55% 
前月报名称：   不适用 
等级：    47-55% 铬, 6-8% 碳                
价格条件:    南非基价减去平均折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或生产厂，其他地点 
类型:  基价减去折价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个货车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HC 47-55% Cr DDP 自由市场 
前 RN 名称：   欧洲 高碳铬铁 47-55% 
前月报名称：   欧洲铬铁：CC 47-55% 交货 
等级：    47-55% 铬, 6-8% 碳                
价格条件:    DDP，含铬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或生产厂，其他地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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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HC 49-70% Cr DAP (dom.) 
前 RN 名称：   中国国内 高碳铬铁 49-70% 
前月报名称：   中国铬铁：CC 49-70% 国内 
等级：    49-70% 铬; 6-10% 碳 
价格条件:  中国出厂/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金/银行承兑汇票 
装货位置： 主要中国不锈钢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货车载重量 
时间: 2-8 周交货期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国内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未付美元 VAT/人民币 VAT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HC 49-70% Cr CIF (进口) (停更) 
前 RN 名称：   中国进口 高碳铬铁 49-70% 
前月报名称：   中国铬铁：CC 49-70% 进口 
等级：    49-70% 铬; 6% 碳 
价格条件:  CIF 中国港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金/银行承兑汇票 
装货位置： 主要中国港口和不锈钢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吨 
规模: 25 吨/集装箱 
时间: 4-8 周交货期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进口关税已付 

中国 HC 48-63% Cr CIF (进口)  
价格条件:  CIF 中国港口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金/银行承兑汇票 
装货位置： 主要港口和中国不锈钢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吨 
规模: 25 吨/集装箱 
时间: 4-8 周交货期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进口关税已付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欧盟 HC 54-60% Cr DDP 
前 RN 名称：   欧洲 中级 铬铁 54-60% 
等级：    54-60% 铬; 2-4% 硅; 0.03-0.04% 磷; 6-8% 碳 
价格条件:    DDP，铬含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或生产厂，其他地点 
类型:  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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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 HC 62-70% Cr EXW 
前 RN 名称：   N.A 高碳铬铁 60-70% 
前月报名称：   美国中西部铬铁：HC 60-70%进口 
等级：    62-70% 铬; 6-8% 碳; 最多 1.5% 硅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含铬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HC 62-70% Cr DDP 
前 RN 名称：   欧洲 高碳铬铁 60-70% 
前月报名称：   欧洲 铬铁：HC 60-70% 交货 
等级：    62-70% 铬; 6-8% 碳; 最多 1.5% 硅 
价格条件:    DDP，铬含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或生产厂，其他地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 LC 0.05% C EXW 
前 RN 名称：   N.A 低碳铬铁  
前月报名称：   美国 铬铁：LC （0.05%碳）进口 
等级：    60-65% 铬；0.05 碳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含铬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单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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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LC 0.05% C DDP 
前 RN 名称：   欧洲 低碳铬铁 0.05% 
前月报名称：   欧洲 铬铁：LC（0.05%碳）交货 
等级：    62-70% 铬; 0.05% 碳 
价格条件:    DDP，铬含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或生产厂，其他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单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 LC 0.10% C EXW 
前 RN 名称：   N.A 低碳铬铁 0.1% 
前月报名称：   美国 铬铁：LC （0.1%碳）进口 
等级：    65-70% 铬；0.10 碳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含铬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单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LC 0.10% C DDP 
前 RN 名称：   欧洲 低碳铬铁 0.1% 
前月报名称：   欧洲 铬铁：LC（0.1%碳）交货 
等级：    65-70% 铬; 0.10% 碳 
价格条件:    DDP，铬含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或生产厂，其他地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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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LC 0.15% C EXW 
前 RN 名称：   N.A 低碳铬铁 0.15% 
前月报名称：   美国 铬铁：LC （0.1%碳）进口 
等级：    60-65% 铬；0.15% 碳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含铬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单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 FeCr/Si EXW 
前 RN 名称：   N.A 铬铁/硅 
等级：    40% 铬；40% 硅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辆货车载重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价格是以美国硅铁和美国高碳铬铁 60-70%含铬量为基础 
税率/关税: 完税 

日本 HC 60-70% CIF 
前月报名称：   日本 进口高碳铬铁 – 现货 
等级：    60-70% 铬 
价格条件:    CIF 日本主要港口，含铬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天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生产厂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大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预留公众假期时间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未付增值税 

日本 LC 0.1% CIF 
前月报名称：   日本 进口低碳铬铁（0.10%） – 现货 
等级：    0.10 碳 
价格条件:    CIF 日本主要港口，含铬量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天 
包装： 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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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货位置： 生产厂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大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预留公众假期时间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未付增值税 

铬矿 

中国 块矿 42% Cr CIF (产地土耳其) 
前 RN 名称：   土耳其铬矿 40-42% 
前月报名称：   土耳其铬矿：40-42%CIF 
品位： 42%块矿，铬和铁的比例是 2:6:1 
价格条件:  CIF 中国主要港口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集装箱 
装货位置： 土耳其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干吨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多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精矿 48% Cr CIF (产地土耳其) 
前 RN 名称：   土耳其铬精矿 46-48% 
前月报名称：   土耳其铬矿：46-48%CIF 
品位： 48% 铬 
价格条件:  CIF 中国主要港口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集装箱 
装货位置： 土耳其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干吨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多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块矿 38-40% Cr CIF (产地南非) 
前 RN 名称：   南非铬矿 38-40% 
前月报名称：   南非铬矿：38-40% CIF 
品位： 38-40% 块矿 
价格条件:  CIF 中国主要港口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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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散装、集装箱 
装货位置： 南非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干吨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多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精矿 44% Cr CIF (产地南非) 
前 RN 名称：   南非铬精矿 44% 
前月报名称：   南非铬矿：44% CIF 
品位： 44% 铬 
价格条件:  CIF 中国主要港口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集装箱 
装货位置： 南非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干吨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多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两周，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UG2 42% Cr CIF (产地南非) 
前 RN 名称：   南非 UG2 42% 
前月报名称：   南非铬矿：UG2 CIF 
品位： 42% 铬 
价格条件:  CIF 中国主要港口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集装箱 
装货位置： 南非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多个集装箱或更多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金属铬 

美国 铝热法制备 99% Cr EXW  
前 RN 名称：   美国铝热法制备金属铬 
等级：    铝热法制备金属铬，99% 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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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美国仓库，通常是匹兹堡或芝加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价格是以美国硅铁和美国高碳铬铁 60-70%含铬量为基础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铝热法制备 99% Cr DDP  
等级：    铝热法制备金属铬，99% 铬 
价格条件:    DDP，每吨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鹿特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量 
时间: 不超过 12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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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 

钼铁 

美国 钼铁 65% Mo EXW 
前 RN 名称：   美国钼铁 
前月报名称：   美国钼铁 出库 
等级：    最低 65% 钼 – 0.5% 铜; 1.5% 硅; 0.06% 磷; 0.1% 碳; 0.1%硫磺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仅限国内目的地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钼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钼铁 65% Mo DDP 
前 RN 名称：   西欧钼铁 
前月报名称：   欧洲钼铁 交货 
等级：    最低 65% 钼 – 0.5% 铜; 1.5% 硅; 0.06% 磷; 0.1% 碳; 0.1%硫磺 
价格条件:    DDP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主要欧洲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斤钼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中国 钼铁 60% Mo DAP  
前 RN 名称：   中国钼铁 
前月报名称：   中国钼铁 交货 
等级：    最低 60% 钼 
价格条件:  交付至客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4 周交货，预留公众假期时间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钢厂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括 VAT，不含其它赋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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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钼 

美国 氧化钼 60% Mo EXW 
前 RN 名称：   美国氧化钼 
前月报名称：   美国 钼铁 出库 
等级：    最低 60% 钼 – 0.5% 铜; 0.1% 磷; 0.1% 碳; 铅和硫磺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钼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袋装或小圆桶装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氧化钼 60% Mo EXW 
前 RN 名称：   欧洲氧化钼 
前月报名称：   欧洲氧化钼交货 
等级：    最低 60% 钼 – 0.5% 铜; 0.1% 磷; 铅和硫磺 
价格条件:    DDP，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欧洲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钼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袋装或小圆桶装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西欧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亚洲主要港口氧化钼 CIF 
前月报名称：   日本氧化钼 CIF 
等级：    最低 60% 钼 – 0.5% 铜; 0.1% 磷; 铅和硫磺 
价格条件:    亚洲主要港口到岸价（标准化后的评估可能会反映亚洲其它地点）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钼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袋装或小圆桶装 
时间: 不超过４周交货，预留公众假期时间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中国、韩国码头（标准化后的评估可能会反映亚洲其它地点）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周，每周五 

欧盟钼金属 DDP 
等级：    最低 99.8% 钼  
价格条件:    DDP，每公斤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主要欧洲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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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斤 
规模: 5-20 吨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镍 

升水 

美国 电解镍片 升水 DDP 
前 RN 名称：   美国冶炼级升水 
前月报名称：   美国中西部冶炼级 
等级：    4x4 电解镍片, 最低 99.8%镍 
价格条件:    美国交货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镍块升水 DDP 
前 RN 名称：   美国冶炼级升水 
前月报名称：   美国中西部冶炼等级 
等级：    最低 99.8%镍 
价格条件:    美国交货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电解镍片升水 EXW 
前 RN 名称：   欧洲冶炼级升水 
前月报名称：   欧洲中西部冶炼等级 
等级：    4x4 电解镍片, 最低 99.8%镍 
价格条件:    欧洲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欧洲主要港口/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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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2-10 吨（小批和部分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镍块升水 EXW 
前 RN 名称：   欧洲冶炼级升水 
前月报名称：   鹿特丹冶炼等级 
等级：    最低 99.8%镍             
价格条件:    欧洲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欧洲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2-10 吨（小批和部分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镍板升水 EXW(停更) 
前 RN 名称：   美国镍板升水 
等级：    每日价格是基于 LME 镍结算价加上北美升水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美分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镍板升水 EXW(停更) 
前 RN 名称：   欧洲镍板升水 
前月报名称：   鹿特丹镍板 
等级：    最低 99.8%镍             
价格条件:    欧洲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欧洲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2-10 吨（小批和部分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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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板 EXW (产地俄罗斯) 
前 RN 名称：   俄罗斯镍板 
前月报名称：   鹿特丹 镍板 俄罗斯 
等级：    最低 99.8%镍             
价格条件:    欧洲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欧洲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2-10 吨（小批和部分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特种合金和小金属 

钛铁 

美国 钛铁 68-72% Ti EXW 
前 RN 名称：   N.A. 钛铁 
等级：    最低 68-72% 钛 – 最高: 0.5% 氮; 0.2% 碳; 6% 铝; 1% 锡; 3% 钒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钛 
规模: 2-1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 钛铁 68-72% Ti DDP 
等级：    最低 68-72% 钛 – 最高: 0.5% 氮; 0.2% 碳; 6% 铝; 1% 锡; 3% 钒 
价格条件:    DDP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欧洲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斤钛 
规模: 最少 2 吨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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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铁 

美国钨铁 72-75% W EXW 
前 RN 名称：   N.A. 钨铁 
等级：    最低 72-75%钨 – 0.5% 硅, 0.05% 铜, 0.25% 锰, 0.2% 碳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钨 
规模: 2-10 吨未破碎的 100x10，装在 100 公斤的小圆桶里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钨铁 72-75% W DDP 
前 RN 名称：   N.A. 钨铁 
等级：    最低 72-75%钨 – 0.5% 硅, 0.05% 铜, 0.25% 锰, 0.2% 碳 
价格条件:    DDP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欧洲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斤钨 
规模: 最少 2 吨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钒铁 

美国钒铁 80% V EXW 
前 RN 名称：   N.A. 钒铁 
等级： 最低 80%钒 – 最多：1.50%铝; 1.50%硅; 0.25%碳; 0.05%硫磺; 0.05%磷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钒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用 25 磅一袋包装放在货盘之上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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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钒铁 80% V DDP 
前 RN 名称：   N.A. 钒铁 
等级： 最低 80%钒 – 最多：1.50%铝; 1.50%硅; 0.25%碳; 0.05%硫磺; 0.05%磷 
价格条件:    DDP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欧洲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斤钒 
规模: 最少 5 吨，装在 250 公斤小圆桶内或大袋子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钽 

美国钽石 30% Ta EXW 
前 RN 名称：   美国钽石 
等级： 30%钽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钽 
规模: 2-5 吨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钨 

美国钨石 65% WO3 EXW (停更) 
前 RN 名称：   美国钨石 
等级：  最低 65%三氧化钨 – 最高：0.7% 硫磺; 0.05%磷; 0.15%砷; 0.13%铜; 

0.2%锡; 7%二氧化硅; 5%钙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钨 
规模: 5-10 吨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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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三氧化钨 88.5% WO3 EXW (停更) 
前 RN 名称：   N.A. APT 
等级：  88.5%三氧化钨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钨 
规模: 5-10 吨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中国钨铁 72-75% W FOB 
等级： 最低 72-75%钨 – 最高：0.08%硫磺; 0.05%磷; 0.4%碳; 0.7%硅; 0.5%锰 
价格条件:   FOB 中国，每公斤钨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款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最少 10 吨 
时间: 1-6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钨精矿 65% WO3 – 国内 DAP 
等级： 最高：65%三氧化钨; 0.8%硫磺; 0.10%磷; 0.15%砷; 0.05%钼; 5%钙; 1.5%锰;  

0.25%锰; 0.25%锡; 7.0%二氧化硅  
价格条件:  每吨，交货地，主要在江西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款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最少 50 吨 
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包含 VAT，不包括其它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APT 88.5% DAP 
等级： 最低 88.5%三氧化钨 
价格条件:  每吨，交货地，主要在湖南、福建、四川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款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最少 2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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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不适用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包含 VAT，不包括其它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APT 88.5% WO3 FOB 
等级： 最低 88.5%三氧化钨 
价格条件:  FOB 中国，每吨三氧化钨 
信用证/付款条款:  现款 
装货位置： 中国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最少 17 吨 
时间: 1-6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钒 

中国 V2O5 98% V FOB 
前 RN 名称：        V2O5 
等级： 98%钒 
价格条件:  FOB 中国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中国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5-10 吨 
时间: 不超过 8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不包括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中国 V2O5 98% V DAP (dom.) 
前 RN 名称：        V2O5 
等级： 98%钒 
价格条件:  DAP 中国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中国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5-10 吨 
时间: 不超过 4 周交货，预留公众假期时间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不包括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频次： 每周两次，每周二和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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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属 

美国锑 99.65% Sb EXW 
前 RN 名称：   美国 锑 
等级：    最低 99.65% 锑锭, 最多：0.15% 砷, 50 ppm 硒, 平衡 铅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仅限国内目的地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锑 99.65% Sb EXW 
等级：    最低 99.65% 锑锭, 最多：0.15% 砷, 50 ppm 硒, 平衡 铅 
价格条件:    欧洲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鹿特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10-20 吨（部分和全部货车装载）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铋 99.99% Bi EXW 
前 RN 名称:   美国 铋 
等级：    最低 99.99%铋 锭/粒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仅限国内目的地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1-5 吨（小型货车）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铋 99.99% Bi EXW 
等级：    最低 99.99%铋 锭/粒 
价格条件:    欧洲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鹿特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1-5 吨（小型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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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镉 99.95% Cd EXW 
前 RN 名称:   美国 镉 
等级：    最低 99.95%镉 棍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仅限国内目的地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500 磅 - 5 吨（小型货车）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镉 99.95% Cd EXW 
等级：    最低 99.95%镉 棍 
价格条件:    欧洲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鹿特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500 磅-5 吨（小型货车）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铟 99.99% In EXW 
前 RN 名称:   美国 铟 
等级：    最低 99.99%铟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仅限国内目的地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斤 
规模: 100 公斤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铟 99.99% In EXW 
等级：    最低 99.99%铟 
价格条件:    欧洲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鹿特丹 
类型:  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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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斤 
规模: 100 公斤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美国硒 99.5% Se EXW 
前 RN 名称:   美国 硒 
等级：    最低 99.5%硒 – 最少 200 mesh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仅限国内目的地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500 公斤至 5 吨（小批量交易）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美国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欧盟硒 99.5% Se EXW 
等级：    最低 99.5%硒 – 最少 200 mesh 
价格条件:    欧洲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 
装货位置： 鹿特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500 公斤至 5 吨（小批量交易）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完税 

钴 

欧盟钴 99.8% Co DDP 
等级：    最低 99.8%钴 
价格条件:    DDP，每磅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装货位置： 鹿特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最少 1 吨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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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钴 99.8% Co DDP 
等级：    最低 99.8%钴 
价格条件:    美国出库价 
信用证/付款条款:  付现款 30-60 标准 
装货位置： 美国主要港口/仓库，仅限国内目的地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磅 
规模: 最少 1 吨 
时间: 不超过 8 周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欧洲内陆码头/位置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中国钴 99.8% Co DAP 
等级： 最低 99.8%钴 
价格条件:  DAP 
信用证/付款条款:  银行承兑（其它规范的付款方式）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 评估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最少 1 吨 
时间: 不超过 4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包括生产商和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不包括其它税 
频次： 每周，每周五 

电池金属 

硫酸钴 

中国硫酸钴 20.5% Co DAP 
等级： 最低 20.5%钴 
形态： 结晶体 
价格条件:  DAP 
信用证/付款条款:  银行承兑（其它规范的付款方式）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 评估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最少 5 吨 
时间: 不超过 4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不包括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不包括其它税 
频次： 每周，每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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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镍 

中国硫酸镍 min 21% - max 22.5%, Co 10ppm max 
等级： 最低 21%镍，最多 22.5%；钴 10ppm 最多 
形态： 结晶体 
价格条件:  DAP 
信用证/付款条款:  银行承兑（其它规范的付款方式）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 评估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最少 1 吨 
时间: 不超过 4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不包括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不包括其它税 
频次： 每周，每周五 
 

碳酸锂 

中国碳酸锂 99.5% Li2CO3 电池级 
等级： 最低 99.5% 碳酸锂 (如果符合电池应用规格，最低99.2%的碳酸锂也可以接受)  
形态： 粉状 
价格条件:  DAP 中国 
信用证/付款条款:  银行承兑（其它规范的付款方式）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 评估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最少 5 吨 
时间: 不超过 4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不包括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不包括其它税 
频次： 每周，每周五 

 
单水氢氧化锂 Li 56.5% min, 电池级 
等级： 最低 56.5% 锂，电池级 
形态： 粉状  
价格条件:  DAP 
信用证/付款条款:  银行承兑（其它规范的付款方式） 
装货位置： 生产厂 
类型:  现货 – 评估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 最少 5 吨 
时间: 不超过 4 周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中国 
定价:  卖方向买方报告的交易，不包括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包含 VAT，不包括其它税 
频次： 每周，每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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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镍块升水 DDP
	前RN名称：   美国冶炼级升水

	欧盟电解镍片升水EXW
	前RN名称：   欧洲冶炼级升水

	欧盟镍块升水 EXW
	前RN名称：   欧洲冶炼级升水

	美国镍板升水EXW(停更)
	前RN名称：   美国镍板升水

	欧盟镍板升水EXW(停更)
	前RN名称：   欧洲镍板升水

	镍板EXW (产地俄罗斯)
	前RN名称：   俄罗斯镍板



	特种合金和小金属
	钛铁
	美国 钛铁 68-72% Ti EXW
	前RN名称：   N.A. 钛铁

	欧盟 钛铁 68-72% Ti DDP

	钨铁
	美国钨铁72-75% W EXW
	前RN名称：   N.A. 钨铁

	欧盟钨铁 72-75% W DDP
	前RN名称：   N.A. 钨铁


	钒铁
	美国钒铁 80% V EXW
	前RN名称：   N.A. 钒铁

	欧盟钒铁 80% V DDP
	前RN名称：   N.A. 钒铁


	钽
	美国钽石30% Ta EXW
	前RN名称：   美国钽石


	钨
	美国钨石 65% WO3 EXW (停更)
	前RN名称：   美国钨石

	美国 三氧化钨 88.5% WO3 EXW (停更)
	前RN名称：   N.A. APT

	中国钨铁 72-75% W FOB
	中国钨精矿65% WO3 – 国内 DAP
	中国APT 88.5% DAP
	中国APT 88.5% WO3 FOB

	钒
	中国V2O5 98% V FOB
	前RN名称：　 　　　　　 V2O5

	中国V2O5 98% V DAP (dom.)
	前RN名称：　 　　　　　 V2O5


	小金属
	美国锑99.65% Sb EXW
	前RN名称：   美国 锑

	欧盟锑 99.65% Sb EXW
	美国铋 99.99% Bi EXW
	前RN名称:   美国 铋

	欧盟铋99.99% Bi EXW
	美国镉 99.95% Cd EXW
	前RN名称:   美国 镉

	欧盟镉 99.95% Cd EXW
	美国铟99.99% In EXW
	前RN名称:   美国 铟

	欧盟铟99.99% In EXW
	美国硒 99.5% Se EXW
	前RN名称:   美国 硒

	欧盟硒 99.5% Se EXW

	钴
	欧盟钴99.8% Co DDP
	美国钴99.8% Co DDP
	中国钴99.8% Co DAP


	电池金属
	硫酸钴
	中国硫酸钴 20.5% Co DAP

	硫酸镍
	中国硫酸镍min 21% - max 22.5%, Co 10ppm max

	碳酸锂
	中国碳酸锂99.5% Li2CO3 电池级
	单水氢氧化锂Li 56.5% min, 电池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