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扬州市场冷轧板卷行情表单邯宝钢厂价格的 

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扬州市场冷轧板卷邯宝的1.0*1250*C规格在市场上长期

无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

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扬州 
扬州市场冷轧

板卷行情表单 
邯宝 冷轧板卷 

DC01 1.0*1250*C 

DC04 1.0*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李成敏 

联系方式：021-26090036，邮件：lichengmin@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无锡市场冷轧板卷莱钢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无锡市场冷轧板卷莱钢1.0*1250*C、1.2*1250*C规格

在市场上长期无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

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无锡 
无锡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莱钢 冷轧板卷 SPCC 

1.0*1250*C 

1.2*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李萍 

联系方式：021-66896639，邮件：liping@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宁波市场冷轧板卷行情表单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宁波市场冷轧板卷河钢邯钢、邯宝、宝钢青山的

1.0*1250*C规格在市场上长期无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

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

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宁波 
宁波市场冷轧

板卷行情表单 

河钢邯钢 

冷轧板卷 

SPCC 1.0*1250*C 

邯宝 DC03 1.0*1250*C 

宝钢青山 DC01 1.0*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刘迎 

联系方式：021-26094587，邮件：liuyinga@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南京市场冷轧板卷行情表单中部分钢厂价格的 

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南京市场冷轧板卷邯宝的1.0*1250*C规格在市场上基本

无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

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南京 
南京市场冷轧

板卷行情表单 
河钢邯钢 冷轧板卷 SPCC 

1.15*1250*C 

1.95*150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李成敏 

联系方式：021-26090036，邮件：lichengmin@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江阴市场冷轧板卷本钢浦项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江阴市场冷轧板卷本钢浦项部分规格在市场上基本无流

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

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江阴 
江阴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本钢 

浦项 

冷轧 

板卷 

DC01 

1.0*1250*C 

1.2*1250*C 

1.5*1250*C 

2.0*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李萍 

联系方式：021-66896639，邮件：liping@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合肥市场冷轧板卷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合肥市场冷轧板卷河钢唐钢、宝钢、宝钢青山、鞍钢部

分规格在市场上长期无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

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合肥 

合肥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河钢邯钢 冷轧板卷 SPCC 

1.0*1000*C 

1.0*1250*C 

1.2*1250*C 

1.5*1250*C 

2.0*1250*C 

1.0*1500*C 

2.0*1500*C 

宝钢 冷轧板卷 DC01 1.0*1250*C 

宝钢青山 冷轧板卷 DC01 1.0*1250*C 

鞍钢 冷轧板卷 ST12 1.0*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李萍 

联系方式：021-66896639，邮件：liping@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常州市场冷轧板卷首钢、鞍钢莆田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常州市场冷轧板卷首钢1.0*1250*C、鞍钢莆田

1.0*1250*C规格在市场上长期无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

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

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常州 
常州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首钢 冷轧板卷 DC03 1.0*1250*C 

鞍钢莆田 冷轧板卷 ST12 1.0*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李萍 

联系方式：021-66896639，邮件：liping@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博兴市场冷轧硬卷山东汇鑫、山东华韵钢厂价格的

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博兴市场冷轧硬卷山东汇鑫、山东华韵部分规格在市场

上长期无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

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博兴 
博兴市场冷轧

硬卷价格行情 

山东汇鑫 冷轧硬卷 SPCC-1B 
0.13*1200*C 

0.14*1200*C 

山东华韵 冷轧硬卷 SPCC-1B 

0.15*1200*C 

0.16*1200*C 

0.17*1200*C 

0.20*1200*C 

0.23*1200*C 

0.24*1200*C 

0.25*1200*C 

0.26*1200*C 

0.30*120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施凯 

 



联系方式：021-26094364，邮件：shikai@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更新杭州市场冷轧板卷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杭州市场鞍钢莆田冷轧板卷1.0、1.5*1250* C规格已长

期没有实际流通量，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

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杭州  
杭州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鞍钢莆田 冷轧卷 ST12 

1.0*1250*C 

1.5*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雷文俊 

联系方式：021-26094268，邮件：leiwenjun@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更新贵阳市场冷轧板卷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贵阳市场柳钢冷轧盒板1.0、2.0*1250*2000，涟钢冷轧

盒板1.0、2.0*1250*2500规格已长期没有实际流通量，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

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

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贵阳  
贵阳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柳钢 

冷轧盒板 ST12 

1.0*1250*2000 

2.0*1250*2000 

涟钢 
1.0*1250*2500 

2.0*1250*2500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雷文俊 

联系方式：021-26094268，邮件：leiwenjun@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福州、泉州、厦门市场冷轧板卷行情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 Mysteel 调 研 ， 福 州 、 泉 州 、 厦 门 市 场 冷 轧 板 卷 日 照

0.8/1.0/1.2/1.5/2.0*1250*C、0.8/1.0/1.2/1.5/2.0*1500*C等规格已在市场

长期没有资源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

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福州  

福州市场

冷轧板卷

价格行情  

日照 冷成型 RECC 0.8*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0*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2*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5*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2.0*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0.8*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0*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2*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5*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2.0*1500*C 

泉州 
泉州市场

冷轧板卷

日照 冷成型 RECC 0.8*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0*1250*C 

 



价格行情  日照 冷成型 RECC 1.2*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5*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2.0*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0.8*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0*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2*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5*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2.0*1500*C 

厦门 

厦门市场

冷轧板卷

价格行情  

日照 冷成型 RECC 0.8*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0*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2*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5*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2.0*125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0.8*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0*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2*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1.5*1500*C 

日照 冷成型 RECC 2.0*150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陈甜甜 



联系方式：021-26094351，邮件：chentiantian@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重庆市场冷轧板卷行情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重庆市场攀钢冷轧盒板1.0、1.2、1.5*1000*2000;重庆

市场涟钢冷轧板卷1.0、1.2、1.5、2.0*1250*C;重庆市场马钢冷轧板卷1.0、

1.2*1250*C规格在市场中长期流通资源较少，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

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

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重庆 
重庆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攀钢 冷轧盒板 ST12 

1.0*1000*2000 

1.2*1000*2000 

1.5*1000*2000 

涟钢 冷轧卷 DCO1 

1.0*1250*C 

1.0*1250*C 

1.2*1250*C 

1.5*1250*C 

2.0*1250*C 

马钢 冷轧卷 DC04 
1.0*1250*C 

1.2*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万龙云 

联系方式：021-26094510，邮件：wanly@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武汉市场冷轧板卷行情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武汉市场冷轧板卷涟钢1.0*1250*C、1.5*1500*C等规

格已在市场长期没有现货资源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

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武汉  

武汉市场

冷轧板卷

价格行情  

涟钢 冷轧板卷 DC01 1.0*1250*C  

涟钢 冷轧板卷 DC01 1.5*150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陈莉 

联系方式：021-26093421，邮件：chenli@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乐从、广州市场冷轧板卷行情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乐从、广州市场冷轧板卷河钢唐钢0.5、0.6、0.8、

1.0*1250*C等规格已在市场长期没有现货资源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

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

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乐从  

乐从市场冷

轧板卷价格

行情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0.5*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0.6*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0.8*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0*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2*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5*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2.0*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0*150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2*1500*C 

广州 

广州市场冷

轧板卷价格

行情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0.5*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0.6*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0.8*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0*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2*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5*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2.0*125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0*1500*C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DC01 1.2*150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陈莉 

联系方式：021-26093421，邮件：chenli@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昆明市场冷轧板卷行情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昆明市场攀钢冷轧盒板0.5、0.9、1.0、1.1、1.3、

2.0*1000*2000；涟钢冷轧卷0.5、0.9、1.0、1.2、1.5、2.0*1250*C等规格

市场中长期流通资源较少，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

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昆明 
昆明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攀钢 冷轧盒板 ST12 

0.5*1000*2000 

0.9*1000*2000 

1.0*1000*2000 

1.1*1000*2000 

1.3*1000*2000 

2.0*1000*2000 

涟钢 冷轧卷 DC01 

0.5*1250*C 

0.9*1250*C 

1.0*1250*C 

1.2*1250*C 

1.5*1250*C 

2.0*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万龙云 

联系方式：021-26094510，邮件：wanly@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成都市场冷轧板卷行情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成都市场攀钢冷轧盒板0.5、1.0、2.0*1000*2000；

1.0*1250*2500规格市场中长期流通资源较少，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

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

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成都 
成都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攀钢 冷轧盒板 ST12 

0.5*1000*2000 

1.0*1000*2000 

2.0*1000*2000 

1.0*1250*2500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建

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万龙云 

联系方式：021-26094510，邮件：wanly@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mailto:wanly@mysteel.com。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潍坊市场冷轧板卷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潍坊市场冷轧板卷河钢唐钢、泰钢、日照钢铁、莱钢等

部分规格已在市场上长期没有资源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

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

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潍坊  
潍坊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河钢唐钢

   

  

 

冷轧板卷  

  

 

 

SPCC

   

  

0.6*1250*C 

0.7*1250*C 

0.8*1250*C 

0.9*1250*C 

1.0*1250*C 

1.2*1250*C 

1.5*1250*C 

2.0*1250*C 

潍坊  
潍坊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泰钢 

 

冷轧板卷  

  

SPCC 

0.6*1250*C 

0.7*1250*C 

0.8*1250*C 

0.9*1250*C 

 



1.0*1250*C 

1.5*1250*C 

2.0*1250*C 

潍坊  
潍坊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日照 

 

冷轧板卷  

  

RECC 

0.8*1250*C 

1.0*1250*C 

1.2*1250*C 

1.5*1250*C 

2.0*1250*C 

潍坊  
潍坊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莱钢 

 

冷轧板卷  

  

SPCC 

0.8*1250*C 

1.0*1250*C 

1.2*1250*C 

2.0*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杨书晨 

联系方式：021-26094449，邮件：yangshuchen@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莱芜市场冷轧板卷日照钢铁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莱芜市场冷轧板卷日照钢铁0.8*1250*C、1.0*1250*C

等规格已在市场上长期没有资源流通，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

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

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莱芜 
莱芜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日照 

 

 

冷轧板卷 

 

RECC 

0.8*1250*C 

1.0*1250*C 

1.2*1250*C 

1.5*1250*C 

2.0*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杨书晨 

联系方式：021-26094449，邮件：yangshuchen@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青岛市场冷轧板卷行情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青岛市场山钢日照冷轧板卷0.4、0.5、0.6、0.7、0.8、

0.9、1.0、1.2、1.5、2.0、2.5*1500*C规格在市场中长期流通资源较少，为

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

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青岛 
青岛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山钢日照 冷轧板卷 SPCC 

0.4*1500*C 

0.5*1500*C 

0.6*1500*C 

0.7*1500*C 

0.8*1500*C 

0.9*1500*C 

1.0*1500*C 

1.2*1500*C 

1.5*1500*C 

2.0*1500*C 

2.5*150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建

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孙万盛 

联系方式：021-260943920，邮件：sunws@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mailto:wanly@mysteel.com。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济南市场冷轧板卷行情部分钢厂价格的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济南市场鞍钢、首钢、本钢冷轧板卷0.5、0.6、0.8、0.9、

1.1、1.2、2.0、2.5、2.6*1250*C规格在市场中长期流通资源较少，为客观公

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

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济南 
济南市场冷轧

板卷价格行情 

鞍钢 冷轧板卷 ST12 

0.5*1250*C 

0.6*1250*C 

0.8*1250*C 

首钢 冷轧板卷 SPCC 

0.5*1250*C 

0.6*1250*C 

0.8*1250*C 

1.1*1250*C 

1.2*1250*C 

2.1*1250*C 

2.6*1250*C 

本钢 冷轧板卷 DC01 

0.8*1250*C 

0.9*1250*C 

2.0*1250*C 

2.5*1250*C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建

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孙万盛 

联系方式：021-260943920，邮件：sunws@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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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乌鲁木齐市场冷轧板卷行情中部分钢厂价格的 

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酒钢钢厂本身不生产冷轧盒板，市场上的资源为加工后

的开平板资源，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

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市场冷

轧板卷价格行情  
酒钢 冷轧盒板   SPCC 

1.0*1250*2500 

1.5*1250*2500 

1.0*1000*2000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徐婷 

联系方式：021-26094094，邮件：xut@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更乌鲁木齐市场冷轧板卷行情中部分钢厂价格的 

通知 

尊敬的我的钢铁网会员单位： 

据Mysteel调研，酒钢钢厂本身不生产冷轧盒板，市场上的资源为加工后

的开平板资源，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以更好为广大用户提供决策

参考，拟停止更新上述市场钢厂规格的价格，详情如下表： 

城市 表单 钢厂 品种 材质 规格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市场冷

轧板卷价格行情  
酒钢 冷轧盒板   SPCC 

1.0*1250*2500 

1.5*1250*2500 

1.0*1000*2000 

 

以上市场钢厂品种价格拟于2022年6月16日暂停更新。 

在此期间，我们将充分听取和收集各方的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意见和

建议，欢迎交流反馈。 

联系人：徐婷 

联系方式：021-26094094，邮件：xut@mysteel.com。 

特此通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