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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估方法论和价格定义指南 – 不锈钢 

1 范围 
 

         本指南涵盖所有地区市场的不锈钢产品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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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这些产品价格的方法论，具有优先效力，其他事宜参见集团方法论指南。 

2 价格评估方法论 
 

数据提供者 

         数据提供者代表整个实体供应链，包括不锈钢生产商（不锈钢厂）、加工中心和贸易商/经销商、以及最终消费商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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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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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考虑主动申请人成为数据提供者。潜在的数据提供者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核，

但不要求签署数据提供者协议。 

 
 

提交的数据和提交流程 

    提交给 CRU 的任何价格数据必须符合相关的产品定义。 

 

    针对每个产品，数据提供者向 CRU 提供的单一价格或价格区间都必须与价格发布前一周成交的现货销售或采购有关。

在没有实际交易数据的情况下，可以提交在同一时期内明确的出价/报价或对市场价格的意见。提交的价格数据类型

（实际成交、明确的出价／报价或意见）必须明确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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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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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价格的确立是专家根据 CRU 价格评估员的数据判断得出的，结合考虑价格点以及价格点类型。当收到多种价格

类型的组合时，将按照交易价格、明确的出价／报价、指示性出价／报价、价格意见的顺序给予主观权重。 

 
 

在缺乏流动性的市场中制定价格 

    在没有提交或提交的价格数据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专家判断将用于制定最终的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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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包括征询业内人士

对不同等级薄板和中厚板（往往缺乏市场流动性）之间存在价差的看法。这些差异可用于评估小众板材产品的基价。 

 

    价格评估员将利用他们的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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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价格公布 

         根据出版日期，价格将在 CRU 不锈钢扁平材月报 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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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价格定义 

不锈钢薄板 CR304, 316, 430, 409, 2MM 

欧洲 

等级：   冷轧 304, 316, 430 2mm 薄板 

价格条件：  出厂价，基价（根据相关的欧洲国家）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美国 - 生产商 

等级：   冷轧 304, 316, 430，409 2mm 薄板 

价格条件：  出厂价，基价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美国 - 东海岸进口 

等级：   冷轧 304, 316, 430，409 2mm 薄板 

价格条件：  CIF，未完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以 CIF 为基础，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美国 - 西海岸进口 

等级：   冷轧 304, 316, 430，409 2mm 薄板 

价格条件：  CIF，未完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以 CIF 为基础，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亚洲 – 日本 

亚洲 - 日本 

等级：   冷轧 304, 316, 430，2mm 薄板 

价格条件：  出厂价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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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以出厂价为基础，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中国 - 出口 

等级：   冷轧 304, 316, 430，2mm 薄板（当地以冷轧卷报价） 

价格条件：  FOB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远期交货（一般在两个月之内） 

定价：   以出厂价为基础，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频次：   每月 

税率/关税：  含增值税 

中国 - 生产商 

等级：   冷轧 304, 316, 430，2mm 和 0.5mm 不锈钢卷 

价格条件：  工厂交货价格列表（报价扣除了标准折扣），含增值税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和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以出厂价为基础，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含增值税 

中国 - 贸易商 

等级：   冷轧 304, 316, 430，409，1.8-2.0mm 薄板（当地以冷轧卷报价） 

价格条件：  无锡出库价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以出厂价为基础，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频次：   每月 

税率/关税：  含增值税 

 

台湾, 中国 - 出口 

等级：   冷轧 304, 430，2mm 薄板 

价格条件：  FOB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远期交货（一般在两个月之内） 

定价：   以出厂价为基础，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频次：   每月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台湾, 中国 - 贸易商 

等级：   冷轧 304, 316, 430，1.8-2.0mm 薄板（当地以冷轧卷报价） 

价格条件：  出库价 

类型：   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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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新台币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以出厂价为基础（贸易商和单轧厂），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频次：   每月 

税率/关税:  本地价格包括增值税；美元价格不包括增值税 

不锈钢中板 304, 316 

 

欧洲 

等级：   QP304, QP316, 13mm 及以上 

价格条件：  出厂价（根据相关的欧洲国家）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美国 - 生产商 

等级：   QP304, QP316, 3/8 英寸及以上 

价格条件：  出厂价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美国 - 东海岸进口 

等级：   QP304, QP316, 3/8 英寸及以上 

价格条件：  CIF，未完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美国 - 西海岸进口 

等级：   QP304, QP316, 3/8 英寸及以上 

价格条件：  CIF，未完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以 CIF 报价为基础，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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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 日本 

等级：   QP304, QP316, 9mm 及以上 

价格条件：  出厂价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中国 - 出口 

等级：   QP304, QP316, 15-25mm 

价格条件：  FOB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远期交货（一般在两个月之内） 

定价：   以 CIF 报价为基础，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频次：   每月 

税率/关税：  含增值税 

不锈钢板热轧 304, 316 

欧洲 

等级：   热轧 304, 316，厚度至 6mm 的板材 

价格条件：  出厂价（根据相关的欧洲国家）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美国 - 生产商 

等级：   热轧 304, 316, 1/4 英寸以上的板材 

价格条件：  出厂价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美国 - 东海岸进口 

等级：   热轧 304, 316, 1/4 英寸以上板 

价格条件：  CIF，未完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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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西海岸进口 

等级：   热轧 304, 316, 1/4 英寸以上的板材 

价格条件：  CIF，未完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亚洲 - 日本 

等级：   热轧 304, 316, 3-8mm 不锈钢板材 

价格条件：  出厂价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月底前交货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税率/关税:  不含增值税  

 

中国 - 出口 

等级：   热轧 304, 316 板, 15-25mm 不锈钢板材 

价格条件：  FOB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样本规模：  大买家分销 - 行业买家 

时间：   远期交货（一般在两个月之内） 

定价：   按出厂基价，没有贸易商之间的交易 

频次：   每月 

税率/关税：  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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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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