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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钢铁棒材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钢铁棒材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钢铁棒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钢铁棒材行业的现状、中国钢铁棒材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钢铁棒材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钢铁棒材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钢铁棒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钢铁棒材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钢铁棒材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表明：2021年上

半年我国钢材产量累计值达69831.4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13.9%。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钢材产量当期值(万吨)  

12072.3   12469.4   12127.5   11987.2   　     钢材产量累计值(万吨)   69831.4   57657.2   45252.5  

32940.1   20952.6     钢材产量同比增长(%)   3   7.9   12.5   20.9   　  钢材产量累计增

长(%)13.916.820.122.523.6

    2019年1-12月中国钢铁棒材进口数量为118万吨，同比增长8.1%；2019年1-12月中国钢铁棒材

进口金额为1738595千美元，同比下降7.9%。

 2019年1-12月中国钢铁棒材进口数量及进口金额统计表                           时间             钢铁棒材累计

进口数量（万吨）             钢铁棒材累计进口数量同比增长（%）             钢铁棒材累计进口金额

（千美元）             钢铁棒材累计进口金额同比增长（%）                               1月             10             4.9   

         153352             -1.9                               2月             16             -2.4             256737             -2.0                              

3月             24             -6.7             393273             -6.6                               4月             32             -6.9             540691  

          -5.6                               5月             40             -12.8             671695             -10.7                               6月            

48             -11.8             809095             -11.8                               7月             57             -11.3             955566            

-11.5                               8月             65             -11.9             1096484             -13.3                               9月             74 

           -10.5             1236747             -13.3                               10月             82             -10.1             1367795            

-13.3                               11月             95             -6.0             1525348             -12.5                               12月            

118             8.1             1738595             -7.9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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