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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估方法论和价格定义指南 – 钢材 
 

1 范围 
 

        本指南涵盖了 CRU 在所有地域市场的碳钢半成品和成品钢材的价格评估，应与 CRU 集团合规框架和研究方法论指
南一起阅读。它详细说明了评估这些产品价格的方法论，具有优先性，其他事宜参见集团方法论指南。 

2 研究方法论 
 

         CRU 钢材价格的设计和制定既要满足现货和金融客户的需求，也要反应与之相关的真实市场情况。因此，钢材价格

是根据四种方法论来确立的： 

• 美国中西部板材价格评估方法论 – 美国中西部当地热卷、冷卷、热镀锌和中板； 

• 德国和意大利板材价格评估方法论 – 德国和意大利当地热卷、冷卷、热镀锌和板材； 

• 中国钢材价格评估方法论 – 中国热卷、冷卷、热镀锌、中板、螺纹钢、低碳线材、型钢、小型型材、方钢； 

• 标准钢材价格评估方法论 – 所有碳钢半成品和成品钢材价格。 

 

2.1 美国中西部板材价格评估方法论 
 

     CRU 美国中西部板材产品价格评估方法论适用于已知在现货和金融合约中被广泛使用的价格，或属于同一产品类

型的价格。是之前被称之为“2.0 级”的评估方法论。 

 

数据提供者 

         数据提供者代表了整个实体供应链，包括钢铁生产企业（钢厂）、加工中心和库存商以及最终用户（消费商）。 

  

         他们必须能够获取与真实现货交易（采购或销售）相关的数据，因此他们通常受雇于卖方担任销售或营销职能，

或受雇于买方承担采购职能，或承担贸易职能。数据提供者也可能承担财务职能，如果他们可以提供同样的数据。 

  

         CRU 积极寻求新的数据提供者，并将考虑主动申请人成为数据提供者。潜在的数据提供者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

而定。 

 

         所有数据提供者都必须签署一份数据提供者协议，而后他们提交的任何数据才有资格被用于计算最终公布的价格。

数据提供者协议可根据要求提供，该协议的主要特点如下： 

 

• 数据提供者应在规定截止日期，向 CRU 提供符合价格定义的、与实际现货交易有关的完整且准确的

价格和数量数据； 

• 数据提供者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们是 CRU 数据提供者，也不与公司以外的任何人讨论他们

提交的数据细节; 

• 提供的资料须经 CRU 核实，并了解 CRU 在最终基准价格制定中对其数据的使用或不使用拥有绝对裁

量权; 

• CRU 和数据提供者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泄露属于另一方的保密信息; 

• CRU 可通过独立第三方对数据提供者的输入数据进行审核。 
  

         每个数据提供者都将收到一个“入门手册”，里面清楚地概述了他们应该提交的数据。此外，CRU 会在每个数据提

供者第一次提交数据之前主动联系他们，用以确保他们完全清楚 CRU 需要的是何种数据。 

  

         每个数据提供者都将享有一个随机生成的由字母数字字符串组成的“提交人 ID”。负责确立最终基准价的价格评

估员只能看到该 ID，而不是数据提供者的名字或其公司。这有助于有效地将提交的数据匿名化，以防止提交人的身份

可能影响价格评估人员在确定基准时所作的专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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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数据和提交流程 

    所有价格完全基于交易数据，只有这类数据才是可接受的。提供给 CRU 的任何关于价格或数量的数据必须符合相关

产品的定义。 

 

    对于每一种产品，数据提供者可以向 CRU 提供发布前一周（定义是周日到周六期间）–“交易窗口期”的所有销售

或采购的单个数量和单个价格数据。成交量必须是交易窗口期内所有符合条件的交易总和。价格必须是相同交易的成交

量加权平均价格。 

 

    对于以这种方式提供的数据，数据提供者会在相关 CRU钢材基准价公布前的周五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会提前

通知“数据提交窗口”开放和关闭的时间。“数据提交窗口”于每周五公布前开放，数据发布前的周一关闭；如遇公众

假期将顺延到公布前的周二。 

  

    当“数据提交窗口”打开时，数据提供者会收到一封跟进的电子邮件。这包括一个 URL，允许数据提供者访问位于

www.cruindices.com 上的“CRU 价格收集平台(CPCP)”的前端。CPCP 是 CRU 的定制系统，允许数据提供者以电子方式提

交数据、分析和计算价格，以及发布最终价格。每个数据提供者被导入用户定义的提交页面，该页面只允许提交该数据

提供者注册的产品数据。该页面包括旨在消除数据输入错误风险的措施。例如，所有数据提供者都需要两次提交他们的

价格和数量数据。 

  

    至少在“数据提交窗口”关闭前 12 小时提交数据（发布前周一 23:59 (11.59PM) 美东时间），“CPCP”可以识别尚未

提交数据的注册数据提供者。而后，数据提供者会收到一封邮件提醒他们“数据提交窗口”的关闭时间。同样，这封邮

件将包含一个 URL，允许数据提供者通过 www.cruindices.com 访问“CPCP”的前端。 

  

    如果数据提供者在通过 CPCP 提交数据时遇到技术上的困难，CRU 有后备程序。例如，允许数据提供者通过传真或

预定义的电子邮件地址提交数据。在这种情况下，CRU 将代表数据提供者将数据输入 CPCP。换言之，作为数据提供者在

定期提交数据时直接向 CPCP 输入数据的替代方案，他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将数据发送给 CRU, CRU 将代表他

们向 CPCP 输入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标注与某天或某笔交易相关的数量和价格，而且每周可以提交一次以上。 

  

    在任何情况下，数据提供者都允许调整或更正已提交的数据，只要这些数据在“数据提交窗口”关闭前收到即可。

数据提供者在“数据提交窗口”关闭前最后一次提交的数据，将成为后续价格指数计算中唯一纳入考虑的提交数据。 
  

    提交的数据要经过预先检查。在“数据提交窗口”打开后的任何时间，当 CRU 认为提交的数据可能已经直接输入到

CPCP，或者提供数据错误，他们将直接联系数据提供者，并要求重新确认价格和数量。 

  

    一旦“数据提交窗口”关闭，所有数据已被输入，数据将由 CPCP 进行一系列自动统计核对: 
  

1. 数据提供商提交的每个价格会与参考“数据收集窗口”期间收到的所有价格的算术平均值设置的价格

范围进行比较（见下文“范围设置”）。超出此范围的价格点不会用于“初始价格指数计算”中； 

2. 将每一个提交的价格与该数据提供者以前提交的价格进行比较。超出以前提交数据特定百分比范围的

数据将被标记，并可能被排除在“初始价格指数计算”之外; 

3. 提交的单个数量与数据提供者提交的所有数量的平均值进行比较。超出先前提交平均值特定百分比范

围的将被标记以供进一步核实，并可能被排除在“初始价格指数计算”之外。 
  

    所有相关数据（所有提交的数据；以及显示“初始价格计算”中包含或其它数据点的标记）都将从 CPCP 中复制，

并记录在 Excel 电子表格中作为备份。 

  

 

区间设定 

高于或低于“数据收集窗口”期间收到的所有价格算术平均值 5%的价格点会被定义为异常价格值。在“初始价格

计算”时，此类数据点会被自动排除在外。 

 
 

最终基准价计算 

    完成所有检查后，CPCP 管理员将在 CPCP 上运行“初始价格计算”。使用上述检查未被排除的数据用来评估初始价

格。此时，价格评估员将收到自动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可以在 CPCP 中进行检查，价格评估员还会收到一份 Excel 电子

表格备份数据的副本。 

http://www.cruindices.com/
http://www.cruindi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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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价格评估师可以选择将价格点反馈给 CPCP 管理员进行说明，将先前排除的价格点重新纳入计算，和/或如果

同一数据供应商的价格或数量存在过度差异，或者如果分析师认为数据点不符合要求的规范，则从最终评估中排除该数

据点。 

  

将一个价格点反馈给 CPCP 管理员 

    专家判断用于将一个价格点反馈给 CPCP 管理员用于进一步说明。这种情况发生在：如果他们判断在同一“数据收

集窗口”提交的价格与其它价格存在过大的差异；与同一数据提供者之前提交的数据存在很大差异；或者提交的价格超

出了范围（超过 5-10 美元），以及数据提供者近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异常值都会被反馈给 CPCP

管理员进行说明，也不是所有被澄清的价格点都会被采纳在内。 

  

“过度差异”的判断是基于每周设置的自动价格和数量差异标志；对当前市场状况的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变动

的频率和市场流动性。 

 

  

重新纳入 

    专家判断被用于决定是否在“最终价格评估”中重新纳入超出范围的价格。 

  

    “数据提交窗口”一旦关闭，就会分析提交的所有实际价格点在范围集的区间和分布情况，并将这些信息和判断用

于重新评估哪些价格是有资格纳入最终基准价确立的。价格评估员会尽量增加对最终基准价确立有帮助的数据点的数量，

如果价格评估员认为下列一项或多项条件成立，则可能重新纳入数据点： 

  

• 如果它们接近区间的边界值（5-10 美元之内）且接近一个或多个同样接近边界值的其它提交数据 

• 超出 5-10 美元的区间边界值，但构成一个确定的价格群的一部分 

• 数据点来自数据提供者定期提供的数据，即他们在提供的规律性上保持一致，他们个人提交的历史数  

据中没有显示过度波动或始终处于所有提交价格的边缘。 

  

当价格评估员对最终价格计算中包含的所有数据点全部满意的时候，他们将在 CPCP 上计算最终价格。最终价格是

“最终价格评估”中包含的所有价格的数量加权平均值，在流动性可能较低时，任何一种价格和其他协议的数量上限如

下所述。至此，自动电子邮件将发送给 CPCP 管理员，并通知其最终价格已被批准发布。 

 

在缺乏流动性的市场评估价格 

   除非有五个或更少的可接受价格点，否则任何单独价格提交的最大体积权重为 20%。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价格点的

权重相等。 

  

 

    在零提交或提交的价格数据不被接受或者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情况下，专家判断将用于确立最终的基准价。这一选择

是基于：对上一周价格的观察；短期历史价格趋势；其它量化市场数据，包括其它相关活跃市场的价格，生产商价格变

动公告；定性信息包括从业内人士或其他 CRU 分析师的互动中获得的信息；以及与现货市场相关的其它信息来源。 

 

    价格评估员将利用他们的专家判断来评估市场信息的数量、质量和一致性。如果一个或多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提供的

市场方向和市场变化程度不足以让价格评估员有信心调整之前的价格，那么之前的价格将被延用形成当期的价格。 

 
 
 

最终基准价公布 

    每周三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或西部夏令时 09:00 之前向客户和数据提供者公布价格。 

  

    如果因任何原因无法按照约定时间公布一个明确的价格，CRU 将公布一个临时价格并明示，但保留更改该价格的权

力。 

  

    价格会在 CRU 钢铁薄板月报和一篮子价格，钢材月报和 CRU 价格篮子中提供给客户、订阅用户，数据提供者可从

www.cruindices.com 获取（通常只提供给他们提交数据的具体价格）。 

 
 

http://www.cruindi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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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德国和意大利板材价格评估方法论 
 

    CRU 德国和意大利板材的方法论适用于已知的用于实物合同的价格。这以前指的是“1.5 级”方法论。 

 
  

数据提供者 

    数据提供者代表了整个实体供应链，包括钢铁生产企业（钢厂）、加工中心和库存商以及最终用户（消费商）。 

  

    他们必须能够获取与真实现货交易（采购或销售）相关的数据，还盘/报价信息或者能够在相关时期内、没有任何

其它数据的情况下对该价格提供可信的意见。因此他们通常受雇于卖方担任销售或营销职能，或受雇于买方承担采购职

能，或承担贸易职能。数据提供者也可能承担财务职能，如果他们可以提供同样的数据。 

  

    CRU 积极寻求新的数据提供者，并将考虑自荐人成为数据提供者。潜在的数据提供者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而定。 

 

    所有数据提供者都必须签署一份数据提供者协议，而后他们提交的任何数据才有资格用于计算最终公布的价格。数

据提供者协议可根据要求提供，该协议的主要特点如下： 

 

• 数据提供者应在规定截止日期和规定的定义之内向 CRU 提供与实际现货交易有关的完整且准确的价格

和数量数据； 

• 数据提供者不向其公司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们是 CRU 数据提供者，也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讨论他们

提交的数据细节; 

• 提供的资料须经 CRU 核实，并了解 CRU 在最终基准确定中对其数据的使用或不使用拥有绝对裁量权; 

• CRU 和数据提供者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泄露属于另一方的保密信息; 

 

  

    每个数据提供者都将收到一个“入门指南”，里面清楚地概述了他们应该提交的数据。此外，CRU 会在每个数据提

供者第一次提交数据之前主动联系他们，用以确保他们完全清楚 CRU 需要的是何种数据。 

  

    每个数据提供者都将享有一个随机生成的由字母数字字符串组成的“提交人 ID”。负责确立最终基准价的价格评

估员只能看到该 ID，而不是数据提供者的名字或其公司。这有助于有效地将提交的数据匿名化，以防止提交人的身份

可能影响价格评估人员在确定基准时所作的专家判断。 

 

提交的数据和提交流程 

    提供给 CRU 的任何价格或数量数据必须符合相关产品的定义。 

 

    对于每一种产品，数据提供者可以向 CRU 提供发布前一周（定义是周日到周六期间），即“交易窗口期”的所有现

货销售或采购的单一价格数据。在没有实际交易数据的情况下，可以提出对同期市场价格的意见。提交的价格数据类型

（实际交易或意见）必须在 CPCP 提交时注明。 

 

    数据提供者会在相关 CRU钢材基准价公布前的周五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会提前通知“数据提交窗口”开放和

关闭的时间。“数据提交窗口”于每周五公布前开放，周一公布前关闭；如果遇到公众假期将顺延到公布前的周二。 

  

 

    当“数据提交窗口”打开时，数据提供者会收到一封跟进的电子邮件。这包括一个 URL，允许数据提供者访问位于

www.cruindices.com 上的“CRU 价格收集平台(CPCP)”的前端。CPCP 是一个定制的 CRU 系统，能够以电子方式提交数据、

分析和计算价格，以及发布最终价格。每个数据提供者被引导至用户定义的提交页面，该页面只允许提交该数据提供者

注册的产品数据。该页面包含旨在消除数据输入错误风险的措施。例如，所有数据提供者都需要两次提交他们的价格和

数量数据。 

  

    至少在“数据提交窗口”关闭前 12小时提交数据（发布前周一 22:59 格林威治时间/英国时间），CPCP 可以识别尚

未提交数据的注册数据提供者。而后，数据提供者会收到一封邮件提醒他们“数据提交窗口”的关闭时间。同样，这封

邮件将包含一个 URL，允许数据提供者通过 www.cruindices.com 访问“CPCP”的前端。 

  

    如果数据提供者在通过 CPCP 提交数据时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则会有备份程序。例如，允许数据提供者通过传真或

预定义的电子邮件地址提交数据。在这种情况下，CRU 将代表数据提供者将数据输入 CPCP。换言之，作为数据提供者在

http://www.cruindi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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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提交数据时直接向 CPCP 输入数据的替代方案，他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将数据发送给 CRU, CRU 将代表他

们向 CPCP 输入数据。 

  

    允许数据提供者调整或更正已提交的数据，前提是在“数据提交窗口”关闭前收到即可。数据提供者在“数据提交

窗口”关闭前提交的最后一次提交的数据将成为后续价格指数计算中唯一纳入考量的数据。 

  

    提交的数据要经过预先检查。在“数据提交窗口”打开后的任何时间，当 CRU 认为提交的数据可能被错误地输入到

CPCP，他们将直接联系数据提供者，并要求重新确认价格和数量。 

  

    一旦“数据提交窗口”关闭并输入所有数据，数据将由 CPCP 进行一系列自动统计核对: 

 

1. 将数据提供者提交的每个价格与 CRU 价格评估员设定的价格区间进行比较(见下文“区间设定”)。超

出这一范围的提交价格被标记为可疑，并被排除在“初始价格指数计算”之外； 

2. 将个别提交的价格与该数据提供者以前提交的价格进行比较。超出以前提交数据特定百分比范围的数

据将被标记为可疑，并可能被排除在“初始价格指数计算”之外。 

  

    所有相关数据（所有提交的数据；以及显示“初始价格计算”中包含或其它数据点的标记）都将从 CPCP 中复制，

并记录在 Excel 电子表格中作为备份。 

 

  

区间设定 

    专家判断用于建立合格交易价格在“数据收集窗口”期间可能合理存在的范围。 

  

这个选择涉及到一些价格预期因素：观察前一周提交的实际交易价格;短期历史价格趋势;其他量化市场数据，包括

其它相关大宗商品(如炼钢原料)的价格;生产者价格变动公告;定性信息，如从与市场参与者或其他 CRU 分析师的互动中

获得的信息;与现货市场有关的其它信息来源。价格评估员收集这些信息，并利用他们的经验来判断这些因素可能对现

货价格的影响，帮助确定价格区间。 

 

    此外，还考虑了市场流动性。在“数据收集窗口”的公共假期安排和当前市场流动性水平(基于前几周提交的数据

量)等额外因素，对可能的市场流动性进行了分析。如果预期流动性较低(即数据点很少且可能广泛分散)，范围会缩小

到超出上述考虑所暗示的范围，用以降低风险，即低于正常数据点的风险可能无法代表整个市场，从而决定最终基准价

（该方法论要求在最终评估中包括范围内的任意价格）。一旦所有提交数据在一轮中被采纳（见下文“重新纳入”），

任何超出区间的数据点都将被考虑纳入最终评估。 

 

 

最终基准价计算 

    完成所有检查后，CPCP 管理员将在 CPCP 上运行“初始价格计算”。使用上述检查未被排除的数据用来评估初始价

格。此时，价格评估员将收到自动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可以在 CPCP 中进行检查，价格评估员还会收到一份 Excel 电子

表格备份数据的副本。 

  

    此时，价格评估员可以选择将价格点反馈给 CPCP 管理员用于进一步说明，并/或将之前排除的价格点重新纳入计算。 

 

将一个价格点反馈给 CPCP 管理员 

    专家判断用于将一个价格点反馈给 CPCP 管理员用于进一步说明。这种情况发生在：如果他们判断在同一“数据收

集窗口”提交的价格与其它价格存在过大的差异；与同一数据提供者之前提交的数据存在很大差异；或者提交的价格超

出了范围（超过 5-10 欧元），以及数据提供者近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 

  

    “过度差异”的判断是基于每周设置的自动价格和数量差异标志；对当前市场状况的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变动

的频率和市场流动性。 

 

   

重新纳入 

    专家判断被用于决定是否在“最终价格评估”中重新纳入超出范围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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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提交窗口”一旦关闭，就会分析提交的所有实际价格点在范围集的区间和分布情况，并将这些信息和判断用

于重新评估哪些价格是有资格被用于最终基准价的制定。价格评估员会尽量增加对最终基准价确立有帮助的数据点的数

量，如果价格评估员认为下列一项或多项条件成立，则可能重新纳入数据点： 

 

• 如果它们接近区间的边界值（5-10 欧元之内）且接近一个或多个同样接近边界值的其它提交数据 

• 超出 5-10 欧元的区间边界值，但构成一个确定的价格群的一部分 

• 数据点来自数据提供者定期提供的数据，即他们在提供的规律性上保持一致，他们个人提交的历史数  

据中没有显示过度波动或始终处于所有提交价格的边缘。 

  

    当价格评估员对最终价格计算中包含的所有数据点全部满意的时候，他们将在 CPCP 上计算最终价格。最终价格是

“最终价格评估”中包含的所有价格的直接平均值，但受到下述可能出现低流动性时的协议约束。至此，自动电子邮件

将发送给 CPCP 管理员，并通知其最终价格已被批准发布。 

 

   

在缺乏流动性的市场评估价格 

    在零提交或提交的价格数据不被接受或者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情况下，专家判断将用于确立最终的基准价。这一选择

是基于：对上一周价格的观察；短期历史价格趋势；其它量化市场数据，包括其它相关活跃市场的价格，生产商价格变

动公告；定性信息包括从业内人士或与其他 CRU 分析师的互动中获得的信息；以及与现货市场相关的其它信息来源。 

 

    价格评估员将利用他们的专家判断来评估市场信息的数量、质量和一致性。如果一个或多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提供的

市场方向和市场变化程度不足以让价格评估员有信心调整之前的价格，那么之前的价格将被延用形成当期的价格。 

 
 

最终基准价公布 

    每周三格林威治时间/英国夏令时 14:00 之前向客户和数据提供者公布价格。 

  

    如果因任何原因无法按照约定时间公布一个明确的价格，CRU 将公布一个临时价格并明示，但保留更改该价格的权

力。 

  

    价格会在 CRU 钢铁薄板月报和一篮子价格，钢材月报和 CRU 价格篮子中提供给客户、订阅用户，数据提供者可从

www.cruindices.com 获取（通常只提供给他们提交数据的具体价格）。 

 
 

2.3 中国钢铁价格评估方法论 
 

         CRU 中国钢材价格评估方法论适用于中国所有半成品和成品钢材价格，但 3.0mm 国内热卷除外（适用于标准钢材

方法论）。 

 
 

数据提供者 

    数据提供者代表了整个实体供应链，包括钢铁生产企业（钢厂）、加工中心和库存商以及最终用户（消费商）。 

  

    他们必须能够获取与真实现货交易（采购或销售）相关的数据，或者确认的还盘/报价信息。因此他们通常受雇于

卖方担任销售或营销职能，或受雇于买方承担采购职能，或承担贸易职能。数据提供者也可能承担财务职能，如果他们

可以提供同样的数据。 

  

    CRU 积极寻求新的数据提供者，并将考虑自荐人成为数据提供者。潜在的数据提供者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但

不要求签署数据提供者协议。 

 
 

提交的数据和提交流程 

    提供给 CRU 的任何价格或数量数据必须符合相关产品的定义。 

 

http://www.cruindi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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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一种产品，数据提供者向 CRU 提供发布前一周完成的所有现货销售或采购的单一价格数据，或者发布当天的

每日价格。在没有实际交易数据的情况下，可以提交同期确认的还盘/报价。提交的价格数据类型（实际交易或确认的

还盘/报价）必须告知 C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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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基准价计算 

    最终公布的价格是基于符合条件的交易和/或确认的还盘/报价，如果两种都可用，则各占 50%的权重，如果只有一

种可用，则独占 100%，否则适用以下关于流动性不足的市场的规定。 

 

    合格交易价格是指符合产品定义且不包括未经确认的交易记录截屏；以不同寻常的条款达成的交易；来自网络“聊

天室”的交易；或来自流动性不足市场的高价交易。 

 

    合格的还盘/报价不能包括未经确认的出价或报价，意向性还盘或报价，对价格水平的观点和意见。然而，被排除

在外的还盘/报价将被标记为“意向性”，用于衡量和报告市场情绪。 

 

    在剩余的数据中，异常值将从还盘/报价中删除，而后与交易数据结合，并使用以下流程进行最终评估： 

1. 如果在当前交易期间，还盘高度集中（从高到低<20 美元/吨），那么所有还盘区间被设定为 15 美元

/吨，报价亦是如此。至于还盘/报价区间的起始位置，价格评估员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考虑诸如定价

期间的主流交易水平或市场缺乏流动性期间的主流可行水平等因素； 

2. 如果还盘不是高度集中的（>美元 20/吨的范围），那么可接受的范围限制将设置为所有出价均值的

±10%。报价亦是如此。价格评估员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审查各种因素，包括还盘/报价是否足够可靠，

或选择最接近可行价格水平的还盘/报价或定价期间的实际交易价格； 

3. 然后计算所有剩余（范围内）可接受的还盘/报价的平均值； 

4. 这两个值取平均值； 

5. 在最终评估中，如果有交易数据则该值占 50%的权重，如果没有交易数据则独占 100%权重。 

  
 

在缺乏流动性的市场评估价格 

         在零提交或提交的价格数据不被接受或者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情况下，专家判断将用于确立最终的基准价。这一选

择是基于：对上一周价格的观察；短期历史价格趋势；其它量化市场数据，包括其它相关活跃市场的价格，生产商价格

变动公告；定性信息包括从业内人士或从与其他 CRU 分析师的互动中获得的信息；以及与现货市场相关的其它信息来源。 

 

    价格评估员将利用他们的专家判断来评估市场信息的数量、质量和一致性。如果一个或多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提供的

市场方向和市场变化程度不足以让价格评估员有信心调整之前的价格，那么之前的价格将被延用形成当期的价格。 

 
 

最终基准价公布 

         根据出版日期，价格会在 CRU 长材月报 和各自的一篮子价格 中公布。 

 

 
 

2.4 标准钢材价格评估方法论 
 

         CRU 标准钢材价格评估方法论适用于上述 2.1，2.2，2.3 中涵盖的所有产品/市场价格。该方法论以前名为“1.0 级”

方法论。 

 
  

数据提供者 

    数据提供者代表了整个实体供应链，包括钢铁生产企业（钢厂）、加工中心和库存商以及最终用户（消费商）。 

  

    他们必须能够获取与真实现货交易（采购或销售）相关的数据，或者确认的还盘/报价信息，或者能够在相关期间

没有任何其它数据的情况下对这些价格提供可信的意见。因此他们通常受雇于卖方担任销售或营销职能，或受雇于买方

承担采购职能，或承担贸易职能。数据提供者也可能承担财务职能，如果他们可以提供同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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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 积极寻求新的数据提供者，并将考虑自荐人成为数据提供者。潜在的数据提供者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但

不要求签署数据提供者协议。 

 

 

提交的数据和提交流程 

    提供给 CRU 的任何价格或数量数据必须符合相关产品的定义。 
 

    对于每一种产品，数据提供者向 CRU 提供发布前一周完成的所有现货销售或采购的单一价格数据或一系列价格。在

没有实际交易数据的情况下，可以提交同期确认的还盘/报价。提交的价格数据类型（实际交易、确认的还盘/报价或意

见）必须告知 CRU。 

 

    业内人士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一对一的即时通讯方式或其它私人通讯方式向 CRU 提交价格。 

 

 

最终基准价计算 

         虽然没有专门的统计检查用于发现错误，但数据提供者提交的价格数据均由经验丰富的 CRU价格评估员进行收集。

因此，如果对提交的数据存疑，无论是与该数据提交者上次提交的数据存在差异，或是与其它数据提供者提交数据的均

值存在差异，都将在调查时进行询问，或者在必要时进行二次交流。如果没有收到满意的答复，在做出最终价格评估时，

该价格数据将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最终价格的确立是根据从市场参与者处获得的价格以及价格类型，运用 CRU 价格评估员的专家判断得出的。当收到

多种价格类型的组合时，将按照交易价格、明确的还盘／报价、意向性还盘／报价、价格意见的顺序给予主观权重。 

 

 

在缺乏流动性的市场评估价格 

    在零提交或提交的价格数据不被接受或者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情况下，专家判断将用于确立最终的基准价。这一选择

是基于：对上一周价格的观察；短期历史价格趋势；其它量化市场数据，包括其它相关活跃市场的价格，生产商价格变

动公告；定性信息包括从业内人士或从与其他 CRU 分析师的互动中获得的信息；以及与现货市场相关的其它信息来源。 

 

    价格评估员将利用他们的专家判断来评估市场信息的数量、质量和一致性。如果一个或多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提供的

市场方向和市场变化程度不足以让价格评估员有信心调整之前的价格，那么之前的价格将被延用形成当期的价格。 

 

 

最终基准价公布 

         根据出版日期，价格会在 CRU 薄板产品月报、长材月报，钢材月报和全球钢材贸易报告 以及它们各自的一篮子价

格中公布。 

 
 
 
 
 
 
 
 
 

3 价格定义 

 

北美市场价格 

美国, 中西部; 热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美国国内热卷 FOB 中西部地区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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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4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以当前交货期为准，但不超过 12 周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 中西部; 冷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美国国内冷卷 FOB 中西部地区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2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 热镀锌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美国；国内；FOB 中西部地区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厚度 0.06 英寸；纯锌涂层 0.90 盎司/平方英尺；正常的表面光洁

度；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2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 热镀锌卷 (基板)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 美国国内  FOB 中西部地区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镀锌附加费；正常的表面光洁度；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2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 热镀锌卷 (镀锌附加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镀锌附加费 

等级/尺寸： 0.06 英寸厚度基板的镀锌附加费；纯锌涂层 0.90 盎司/平方英尺；正常的表面光洁

度  

价格基准： F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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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2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 热镀锌卷溢价 

等级/尺寸： 美国中西部热镀锌卷（基板）FOB 出厂价和美国中西部热卷出厂价格的价差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美国，中西部; 电镀锌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电镀锌卷 ；美国国内；FOB 中西部地区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厚度 0.04 - 0.06 英寸；纯锌涂层 0.50 盎司/平方英尺；正常的表

面光洁度；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2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中板,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板材；美国国内 

等级/尺寸： 美标 ASTM A36 商业等级; 基价; 厚度 3/8 – 2 英寸, 宽 72 – 120 英寸, 长 240 – 720 ; 不

包括规格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模/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 螺纹钢,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螺纹钢；美国国内；FOB 中西部地区 

等级/尺寸： 等级 60；直径 0.5 英寸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英担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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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西部; 低碳线材 (网用线材, 碳含量<0.23%), FOB 钢厂 

等级/尺寸： 碳含量<0.23% ; 网用线材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英担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建筑业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 高碳线材 (碳含量 0.45 - 0.70%), FOB 钢厂 

等级/尺寸： 碳含量 0.45 - 0.70%; 不包括胎圈/帘线钢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英担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建筑业、汽车制造业（不包括胎圈/帘线钢）、农业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 高碳线材 (帘线钢), FOB 钢厂 

等级/尺寸： 碳含量>0.60%；胎圈线材品质，帘线钢品质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英担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汽车制造业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 小型型材,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小型型材；美国国内；FOB 中西部地区 

等级/尺寸： 2 x 2 x 0.25 英寸等边角钢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英担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中西部;型钢,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型钢；美国国内；FOB 中西部地区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8 英寸型材；长度 30 – 80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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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中西部钢厂（落基山脉以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英担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西海岸; 热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美国国内；FOB 西海岸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西海岸钢厂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4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西海岸; 冷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美国国内；FOB 西海岸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西海岸钢厂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2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西海岸; 热镀锌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美国国内；FOB 西海岸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厚度 0.06 英寸；纯锌涂层 0.90 盎司/平方英尺；正常的表面光洁

度；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西海岸钢厂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2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墨西哥湾地区; 热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美国国内；FOB 墨西哥湾地区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墨西哥湾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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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4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墨西哥湾地区; 冷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美国国内；FOB 墨西哥湾地区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墨西哥湾钢厂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2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美国，墨西哥湾地区; 热镀锌卷, FOB 钢厂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美国国内；FOB 墨西哥湾地区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厚度 0.06 英寸；纯锌涂层 0.90 盎司/平方英尺；正常的表面光洁

度；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墨西哥湾钢厂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卷重/公差： 每卷至少 2 万磅；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美国, 进口; 板坯, CFR 

月报曾用名称： 板坯；美国；进口；CFR 墨西哥湾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CFR 

装货/卸货地： 墨西哥湾地区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美国, 进口; 钢坯, CFR 

前月报名称： 钢坯；美国；进口；CFR 墨西哥湾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CFR 

装货/卸货地： 墨西哥湾地区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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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墨西哥; 热卷, 出库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蒙特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墨西哥比索(MXN)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墨西哥; 冷卷, 出库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蒙特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墨西哥比索(MXN)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墨西哥; 螺纹钢, 出库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蒙特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墨西哥比索(MXN)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南美洲市场价格 

巴西; 热卷, 巴西东南部出库价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巴西国内；出库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巴西东南部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巴西雷亚尔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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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冷卷, 巴西东南部出库价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巴西国内；出库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巴西东南部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巴西雷亚尔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巴西, 出口; 板坯, FOB 

月报曾用名称： 板坯；巴西；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贸易商佣金不包括在内；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巴西, 出口; 热卷, FOB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巴西；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贸易商佣金不包括在内；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巴西, 出口; 冷卷, FOB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巴西；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贸易商佣金不包括在内；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巴西, 出口; 钢坯, FOB 

月报曾用名称： 钢坯；拉美地区；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F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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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贸易商佣金不包括在内；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巴西, 出口; 螺纹钢, FOB 

月报曾用名称： 螺纹钢；巴西；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贸易商佣金不包括在内；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巴西, 出口; 低碳线材, FOB 

月报曾用名称： 网用线材；巴西；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碳含量<0.23%；网用线材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贸易商佣金不包括在内；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欧洲市场价格 

德国; 热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德国；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 冷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德国；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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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 热镀锌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德国；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纯锌涂层 275 克/平方米；正常表面光

洁度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 热镀锌卷 (基板),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基板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不含镀锌附加费；正常的表面光洁度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 热镀锌卷 (镀锌附加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镀锌附加费 

等级/尺寸： 纯锌涂层 275g/m2 的附加费；正常的表面光洁度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 电镀锌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 ；德国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正常的表面光洁度；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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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德国; 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板材；德国国内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尺寸溢价； 

价格基准：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 螺纹钢,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螺纹钢；德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直径 12 毫米 

价格基准：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 低碳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网用线材；德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碳含量<0.23%; 网用线材 

价格基准：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 高碳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高碳线材；德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碳含量>0.44% 

价格基准：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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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 小型型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小型型材；德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50 毫米等边角钢 

价格基准：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德国；型钢，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型钢；德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欧标 HEB 100-180mm 

价格基准：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法国; 热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法国；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法国; 冷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法国；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法国; 热镀锌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法国；国内；中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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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纯锌涂层 275 克/平方米；正常的表面

光洁度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法国; 高碳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高碳钢筋；法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碳含量>0.44%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英国; 热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英国；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英镑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英国; 冷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英国；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英镑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英国; 热镀锌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英国；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纯锌涂层 275 克/平方米；正常的表面

光洁度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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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英镑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英国; 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板材；英国国内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尺寸溢价； 

价格基准：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英镑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英国; 螺纹钢,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螺纹钢；英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直径 12 毫米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英镑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英国; 低碳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网用线材；英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碳含量<0.23%; 网用线材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英镑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英国; 高碳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高碳线材；英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碳含量>0.44%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英镑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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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型钢,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型钢；英国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欧标 HEB 100-180mm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英镑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热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意大利；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装货/到达位置：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冷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意大利；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装货/到达位置：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热镀锌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意大利；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纯锌涂层 275 克/平方米；正常的表面

光洁度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热镀锌卷 (基板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基板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不含镀锌附加费；正常的表面光洁度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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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热镀锌卷 (涂层加价)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镀锌附加费 

等级/尺寸： 纯锌涂层 275 克/平方米的附加费；正常的表面光洁度 

价格基准：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电镀锌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 ；意大利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正常的表面光洁度；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意大利; 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板材；意大利国内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尺寸溢价；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钢坯,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钢坯；意大利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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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螺纹钢,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螺纹钢；意大利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直径 12 毫米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低碳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网用线材；意大利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碳含量<0.23%; 网用线材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高碳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高碳线材；意大利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碳含量>0.44%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 小型型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小型型材；意大利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50 毫米等边角钢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意大利;型钢,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型钢；意大利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欧标 HEB 100-180mm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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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主要客户市场： -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西班牙; 热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西班牙；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西班牙; 冷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西班牙；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西班牙; 热镀锌卷, 中位点 

月报曾用名称： 热镀锌卷；西班牙；国内；中位点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纯锌涂层 275 克/平方米；正常的表面

光洁度 

装货/卸货地： 中位点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每卷至少 15 吨；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西班牙; 螺纹钢,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螺纹钢；西班牙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直径 12 毫米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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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低碳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网用线材；西班牙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碳含量<0.23%; 网用线材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西班牙; 高碳线材,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高碳线材；西班牙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碳含量>0.44%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西班牙;型钢, 送到价 

月报曾用名称： 型钢；西班牙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欧标 HEB 100-180mm 

价格基准： 送到价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欧洲; 钢坯出口; FOB 

月报曾用名称： 钢坯；西欧出口；FOB ARA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欧洲, 出口; 螺纹钢, FOB 

月报曾用名称： 螺纹钢；西欧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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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中型买家；标准长度；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欧洲, 出口; 高碳线材, FOB 

月报曾用名称： 高碳线材；西欧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碳含量>0.44%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土耳其, 出口; 热卷, FOB 

月报曾用名称： 热卷；土耳其; 出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土耳其, 出口; 冷卷, FOB 

月报曾用名称： 冷卷；土耳其; 出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宽度和厚度溢价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土耳其, 出口; 钢坯, FOB 

月报曾用名称： 钢坯; 土耳其; 出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基准： FOB 

装货/到达位置：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土耳其, 出口; 螺纹钢, FOB 

前月报名称： 螺纹钢；土耳其；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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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土耳其, 出口; 低碳线材 FOB 

前月报名称： 网用线材；土耳其；出口；FOB 港口 

等级/尺寸： <0.23% C; 网用线材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独联体 

独联体, 出口; 板坯, FOB 

前月报名称： 板坯；独联体；出口；黑海 

等级/尺寸： SAE1006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黑海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包括贸易商佣金；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独联体, 出口; 热卷, FOB 

前月报名称： 热卷；独联体; 出口；FOB 黑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黑海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包括贸易商佣金；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独联体, 出口; 冷卷, FOB 

前月报名称： 冷卷；独联体; 出口；FOB 黑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黑海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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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包括贸易商佣金；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独联体, 出口; 钢坯, FOB 

前月报名称： 钢坯；独联体; 出口；FOB 黑海 

等级/尺寸： 3SP/PS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黑海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包括贸易商佣金；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独联体, 出口; 螺纹钢, FOB 

前月报名称： 螺纹钢；独联体; 出口；FOB 黑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直径 12mm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黑海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包括贸易商佣金；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独联体, 出口; 低碳线材, FOB 

前月报名称： 网用线材；独联体; 出口；FOB 黑海 

等级/尺寸： 网用线材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独联体; 角钢; 出口; FOB 

前月报名称： 角钢；独联体; 出口；FOB 黑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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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独联体; 型钢; 出口; FOB 

前月报名称： 型钢；独联体; 出口；FOB 黑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东地区 

阿联酋; 螺纹钢,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螺纹钢；阿联酋; 国内；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直径 10-32mm 

价格： 送到价；理论重量 

装货/卸货地：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亚洲 

印度, 孟买; 热卷,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热卷；印度；孟买；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超规的宽度和厚度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孟买，钢厂、钢厂所属的加工中心或零售渠道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孟买; 冷卷,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冷卷；印度；孟买；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O 级, IS513)；优质；基价；不包括超规的宽度和厚度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孟买，钢厂、钢厂所属的加工中心或零售渠道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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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孟买; 热镀锌卷,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热镀锌卷；印度；孟买；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超规的宽度和厚度；冷轧基料上锌层 120g/m2；正常的表

面处理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孟买，钢厂、钢厂所属的加工中心或零售渠道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孟买; 中板,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可逆式轧机中板；印度；孟买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超规尺寸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孟买，钢厂、钢厂所属的加工中心或零售渠道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孟买; 螺纹钢,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螺纹钢；印度；孟买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直径 12mm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孟买，钢厂、钢厂所属的加工中心或零售渠道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孟买; 低碳 线材,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网用线材；印度国内；孟买 

等级/尺寸： 低碳钢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孟买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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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新德里; 热卷,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热卷；印度；新德里；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不包括超规的宽度和厚度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新德里，钢厂、钢厂所属的加工中心或零售渠道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新德里; 冷卷,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冷卷；印度；新德里；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O 级, IS513)；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超规的宽度和厚度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新德里，钢厂、钢厂所属的加工中心或零售渠道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新德里; 热镀锌卷,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热镀锌卷；印度；新德里；送到价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超规的宽度和厚度；冷轧基料上锌层 120g/m2；正常的表

面处理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新德里，钢厂、钢厂所属的加工中心或零售渠道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新德里; 螺纹钢,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螺纹钢；印度国内；新德里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直径 12mm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新德里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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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印度，新德里; 低碳 线材, 送到价 

前月报名称： 网用线材；印度国内；新德里 

等级/尺寸： 低碳钢 

价格： 送到价 

装货/卸货地： 新德里 

交付运费： 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印度卢比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价格已含商品及服务税；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热卷, 上海出库价, 3.00mm 

等级/尺寸： Q235 商业等级; 3.00mm 厚, 1,500mm 宽 

价格：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上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热卷, 上海出库价, 5.75mm 

前月报名称： 热卷；中国国内；出库价 

等级/尺寸： Q235 商业等级; 5.75mm 厚, 1,500mm 宽 

价格：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上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频次： 每日，北京时间每天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冷卷, 上海出库价 

前月报名称： 冷卷；中国国内；出库价 

等级/尺寸： ST12 商业等级; 1mm 厚, 1,250mm 宽 

价格：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上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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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远期交货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热镀锌卷, 上海出库价 

前月报名称： 热镀锌卷；中国国内；出库价 

等级/尺寸： ST02 商业等级; 1mm 厚, 1,250mm 宽；锌层 80-120g/m2；正常的表面处理；不包括

超规的宽度和厚度 

价格：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上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中板, 上海出库价 

前月报名称： 中板；中国国内 

等级/尺寸： Q235A 商业等级; 20mm 厚 

价格：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上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钢坯，唐山出厂价 

前月报名称： 钢坯；中国国内；出厂价 

等级/尺寸： Q235; 150 x 150mm 

价格： 出厂价 

装货/卸货地： 唐山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螺纹钢, 上海出库价 

前月报名称： 螺纹钢；中国国内；出库价 

等级/尺寸： HRB 400 商业等级; 14mm 直径螺纹钢 

价格：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上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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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低碳线材, 上海出库价 

前月报名称： 网用线材；中国国内；出库价 

等级/尺寸： HPB 300 商业等级；直径 6.5mm 

价格：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上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主要消费市场： 建筑业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高碳线材, 华东出厂价 

等级/尺寸： 0.69-0.76% C   

价格： 华东出厂价 

装货/卸货地： 华东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 

中国; 角钢, 上海出库价 

前月报名称：  角钢；中国国内；出库价 

等级/尺寸： Q235 商业等级；50*50mm 

价格：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上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型钢, 上海出库价 

前月报名称： 型钢；中国国内；出库价 

等级/尺寸： Q235 商业等级；400mm 型钢 

价格： 出库价 

装货/卸货地： 上海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CRU Prices | 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 Guide – CARBON STEEL Page 41 of 50 

重量单位： 吨 

规模/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三下午 5 点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包含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中国, 出口; 热卷 FOB 天津 

等级/尺寸： SS400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优质；基价；不包括超规宽度和厚度 

价格： FOB 天津 

装货/卸货地： 中国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尺寸/公差： 宽 1,250 – 1,500mm，厚 3.0mm；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最低出货量： 5,000 吨  

时间： 3-8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LC)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如有退税，所含增值税相应减少 

频次： 每日，北京时间每天下午 5 点 

中国, 出口; 冷卷 FOB 天津 

等级/尺寸： SPCC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优质；退火和回火；基价；不包括超规宽度和厚度 

价格： FOB 天津 

装货/卸货地： 中国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尺寸/公差： 宽 1,250 mm，厚 1.0mm；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最低出货量： 1,000 吨  

时间： 3-8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LC)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如有退税，所含增值税相应减少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四下午 5 点 

中国, 出口; 热镀锌卷 FOB 天津 

等级/尺寸： SGCC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基价；1.00mm 厚；锌层(120g/m2)；正常的表面处

理；不包括超规宽度和厚度 

价格： FOB 天津 

装货/卸货地： 中国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尺寸/公差： 宽 1,250 mm，厚 1.00mm；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最低出货量： 2,000 吨  

时间： 3-12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LC)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如有退税，所含增值税相应减少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四下午 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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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出口; 中板 FOB 天津 

等级/尺寸： SS400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基价；正常的表面处理；彩涂类不包括；不包括超规

宽度和厚度 

价格： FOB 天津 

装货/卸货地： 中国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尺寸/公差： 宽 2,700mm+, 厚 14-20mm；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最低出货量： 1,000 吨  

时间： 0-2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LC)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如有退税，所含增值税相应减少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四下午 5 点 

中国, 出口; 钢坯, FOB 

前月报名称: 钢坯; 中国; 出口; FOB 港口 

等级/尺寸： Q235; 150 x 150mm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天津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如有退税，所含增值税相应减少；已包括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频次： 每月，北京时间每个月第一个周三下午 5 点 

中国, 出口; 螺纹钢, FOB 

前月报名称: 螺纹钢; 中国; 出口; FOB 港口 

等级/尺寸： B500B 商业等级；优质；基价 

价格： FOB 华东港口 

装货/卸货地： 中国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理论重量为基础） 

尺寸/公差： 12-16mm 直径, 12m 长；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最低出货量： 5,000 吨  

时间： 4-8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LC)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如有退税，所含增值税相应减少 

频次： 每日，北京时间每天下午 5 点 

 

中国, 出口; 低碳 线材, FOB 

前月报名称: 网用线材; 中国; 出口; FOB 港口 

等级/尺寸： SAE 1008 网用线材；优质；基价 

价格： FOB 华北港口 

装货/卸货地： 中国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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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公吨 

尺寸/公差： 6.5mm 直径, 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最低出货量： 3,000 吨  

时间： 3-12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LC) 

主要消费市场： 建筑业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如有退税，所含增值税相应减少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四下午 5 点 

中国, 出口; 高碳线材, FOB 

等级/尺寸： SWRH 72B/82B 线材；优质；基价 

价格： FOB 华东港口 

装货/卸货地： 华东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尺寸/公差： 6.5-13 直径, 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最低出货量： 500 吨  

时间： 3-12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LC) 

税率/关税: 已含现行 VAT；如有退税，所含增值税相应减少 

频次： 每月，北京时间每个月第一个周三下午 5 点 

中国, 出口; 型钢, FOB 

前月报名称: 型钢; 中国; 出口; FOB 港口 

等级/尺寸： SS400；400mm 型钢 

价格： FOB 

装货/卸货地： 华东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支付条款： 信用证 (LC) 

税率/关税: 如适用增值税退税和出口税考虑在内；已包括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频次： 每周，北京时间每周四下午 5 点 

远东地区, 进口; 板坯 (非独联体产地), CFR 

前月报名称: 板坯; 远东地区; 出口; CFR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 

价格： CFR 

装货/卸货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远东地区, 进口; 热卷, CFR 

等级/尺寸： SAE1006 或同等质量 

价格： CFR 

产地：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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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远东地区 

港口： 东南亚 

内陆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基础： 实重 

尺寸/公差： 1,250 – 1,500mm 宽 

卷板重量： 15-25 吨 

厚度： 2.0-2.5mm 

交货期： 3-8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远东地区, 进口; 冷卷, CFR 

等级/尺寸： SPCC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 

价格： CFR 

产地： 不限 

目的地： 远东地区 

港口： 东南亚 

内陆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重量基础： 实重 

尺寸/公差： 1,250 宽，1.0mm 厚  

技术基础： 退火和回火；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交货期： 3-8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远东地区, 进口; 热镀锌卷, CFR 

等级/尺寸： SGCC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 

价格： CFR 

产地： 不限 

目的地： 远东地区 

港口： 东南亚 

内陆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重量基础： 实际 

尺寸/公差： 1,250 宽，1.0mm 厚  

技术基础： 锌层（两侧共 80g/m2）；正常的表面处理；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交货期： 3-12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远东地区, 进口; 中板 (非独联体产地), CFR 

前月报名称: 中板; 远东地区; 进口 (非独联体); CFR 

等级/尺寸： ASTM A36 商业等级；基价；10 - 40mm 厚；不包括超规尺寸 

价格： CFR 

产地： 不限 

目的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非独联体产地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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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远东地区, 进口; 钢坯 (非独联体产地), CFR 

2019 年 10 月 1 日停止 

前月报名称: 钢坯; 远东地区; 进口 (非独联体); CFR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 CFR 

目的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非独联体产地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远东地区, 进口; 钢坯, CFR 

等级： 3SP/5SP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 

尺寸： 120-165mm；12m 长 

价格： CFR 

产地： 不限 

目的地： 远东地区 

港口： 东南亚 

内陆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重量基础： 实际 

技术基础： 标准公差；EAF/BF 为基价 

交货期： 3-8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远东地区, 进口; 螺纹钢, CFR 

等级： B500B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 

尺寸： 直径 12-16mm, 12m 长 

价格： CFR 

产地： 不限 

目的地： 远东地区 

港口： 东南亚 

内陆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重量基础： 理论 

技术基础： 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交货期： 3-8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远东地区, 进口; 低碳 线材 (非独联体产地), CFR 

前月报名称: 网用线材; 远东地区; 进口 (非独联体); CFR 

等级/尺寸： <0.23% C; 网用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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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CFR 

目的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非独联体产地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远东地区, 进口; 高碳 线材 (非独联体产地), CFR 

前月报名称: 高碳线材; 远东地区; 进口 (非独联体); CFR 

等级/尺寸： >0.44% C 

价格： CFR 

目的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非独联体产地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远东地区, 进口; 角钢 (非独联体产地), CFR 

前月报名称: 角钢; 远东地区; 进口 (非独联体); CFR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50*50mm 

价格： CFR 

目的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非独联体产地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长度；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远东地区, 进口;型钢, CFR 

等级： Q235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 

价格： CFR 

产地： 不限 

目的地： 远东地区 

港口： 东南亚 

内陆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重量基础： 理论 

技术基础： 标准包装；标准公差 

交货期： 3-8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远东地区, 进口; 热卷 (独联体产地), CFR 

2019 年 4 月 30 日停止 

前月报名称: 热卷; 远东地区; 进口 (独联体); CFR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超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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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CFR 

目的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独联体产地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远东地区, 进口; 冷卷 (独联体产地), CFR 

2019 年 4 月 30 日停止 

前月报名称: 冷卷; 远东地区; 进口 (独联体); CFR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超规尺寸 

价格： CFR 

目的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独联体产地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远东地区, 进口; 热镀锌卷 (独联体产地), CFR 

2019 年 4 月 30 日停止 

前月报名称: 热镀锌卷; 远东地区; 进口 (独联体); CFR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超规的宽度和厚度；锌层 80g/m2 或等值；正常的表面处

理 

价格： CFR 

目的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独联体产地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远东地区, 进口, 钢坯, CFR 

等级： 3SP/5SP 商业等级或同等质量 

尺寸： 120-165mm；12m 长 

价格： CFR 

产地： 公开 

目的地： 远东地区 

港口： 东南亚 

内陆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重量基础： 实际 

技术基础： 标准公差；EAF/BF 为基价 

交货期： 3-8 周 

支付条款： 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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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地区, 进口; 钢坯 (独联体产地), CFR 

2019 年 10 月 1 日停止 

前月报名称: 钢坯; 远东地区; 进口 (独联体); CFR 

等级/尺寸： 3SP/PS 

价格： CFR 

目的地： 东亚和东南亚港口；独联体产地 

交付运费： 不包括内陆运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尺寸/公差： 标准公差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包含进口关税、贸易商佣金、地方税；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日本, 出口; 热卷, FOB 

前月报名称: 热卷; 日本; 出口 ；FOB 日本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 FOB 

目的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已包括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日本, 出口; 冷卷, FOB 

前月报名称: 冷卷; 日本; 出口 ；FOB 日本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 FOB 

目的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已包括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日本, 出口; 热镀锌卷, FOB 

前月报名称: 热镀锌卷; 日本; 出口 ；FOB 日本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基价；不包括超规的宽度和厚度 

价格： FOB 

目的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日本, 出口; 中板, FOB 

前月报名称: 中板; 日本; 出口 ；FOB 日本 

等级/尺寸： 商业等级 

价格： FOB 

目的地： 港口 

交付运费：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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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吨 

时间： 远期交货 

税率/关税: 不含税；已包括原材料附加费（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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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名词缩写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定的任何一种或几种运输方式： 

EXW – 工厂交货 

FCA – 货交承运人 

CPT – 运费付至 

CIP – 运费和保险费付至 

DAT – 运输终端交货 

DAP – 目的地交货 

DDP – 完税后交货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海运和内河运输规则： 

FAS – 船边交货 

FOB – 离岸价 

CFR – 成本加运费 

CIF – 到岸价 

 

使用国家缩写: 

 我们使用 ISO 3166 alpha-2 标准国家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