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铁合金电子市场情况 

7.1 天津铁合金交易所概况 

据了解，我国目前上市交易铁合金的电子市场只有天津铁合

金交易所一家。天津铁合金交易所（TFE）是由内蒙古鄂尔多斯

冶金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泰达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港第

二港埠有限公司、天津港保税区鑫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廊坊鑫

达铁合金有限公司、山西义望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青海物通（集

团）实业有限公司、府谷县同源镁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银光华

盛镁业股份有限公司、晋中万邦工贸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于

2009 年 4 月出资组建，于同年 11 月成立，次年 1 月正式鸣锣交

易。 

天津铁合金交易所目前上市的有现货即期交易、现货远期交

易和现货挂盘交易三种。硅铁 75-A（交易代码：FS1）、硅铁 75-B

（交易代码：FS2）、锰硅 6818（交易代码：MS）属于天津铁合

金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第一批中远期现货品种。 

7.2 天津铁合金交易所硅铁品种情况 

天津铁合金交易所的硅铁、锰硅品种均实行品牌交收。交收

量均很小，该交易所官方网站 2012 年 12 月 28 日交收数据显示，

当月硅铁累计交收 430 吨，锰硅当月累计交收 0 吨。 

7.2.1 硅铁主交收品牌 

硅铁企业名称 硅铁品牌 



 

 

鄂尔多斯市西金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 

腾达西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西铁 

青海物通（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物通 

青海华电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华电 

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君正 

巴彦淖尔市亨泰冶金有限公司 亨泰 

宁夏金旌矿冶有限公司 金旌 

白银鑫源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银珠鑫源 

甘肃山丹腾达西铁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西部 

宁夏天净电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冶金分公司 天净 

内蒙古包头市大青山冶炼有限公司 大青山 

甘肃锐驰皋兰铁合金有限公司 锐驰皋兰 

内蒙古包头市大青山冶炼有限公司 大青山 

嘉峪关宏电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宏电 

7.2.2 锰硅主交收品牌 

锰硅企业名称 锰硅品牌 

鄂尔多斯市西金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 

中钢集团广西铁合金有限公司 鑫凰 

四川川投峨眉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峨眉山 

上海晋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晋能 

甘肃山丹腾达西铁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西部 

白银鑫源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银珠鑫源 

砚山县滇常铁合金有限公司 恒鑫盛 

贵州永诚铁合金冶炼有限公司 永诚 

嘉峪关宏电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宏电 



 

 

7.3 天津铁合金交易所仓库设置及交收流程 

7.3.1 天津铁合金交易所指定交收仓库及收费标准 

天津铁合金交易所指定交收仓库及收费标准 

1、天津元大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交收仓库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 39 号 

汽运到货地址：天津开发区第六大街 5 号天津元大现代物流

仓库 

铁运到货地址：京局塘沽站天津元大现代物流专用线（原海

泰专用线） 

仓储费：室外 0.15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30 天）；

室内 0.20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30 天）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8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16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7 元/吨 

集港运输费：15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2、山西储备物资管理局一三八处交收仓库 

地址：太原市北郊皇后园 

汽运到货地址：太原市北郊皇后圆村国储一三八处仓库 

铁运到货地址：太原路局皇后园站一三八处专用线 



 

 

仓储费：室外 0.20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7 天）；

室内 0.35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7 天）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20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35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20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3、无锡锡华储运有限公司交收仓库 

地址：无锡新区城南路 19 号 

汽运到货地址：江苏无锡新区城南路 19 号仓库 

铁运到货地址：上海局无锡南站 

船运到达地址：江苏无锡城南路 19 号码头 

仓储费：室外 0.15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30 天）；

室内 0.30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15 天）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10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20 元/吨 

船运货物入库费（包干）：10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15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4、天津市塘沽区河头仓库交收仓库（硅铁、硅锰交收仓库） 

仓库地址：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于庄子路 12 号 



 

 

汽运到货地址：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于庄子路 12 号 

铁运到货地址: 塘沽站  中国外运天津集团新河储运公司 

仓储费：室外 0.15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10 天） 

室内 0.20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10 天）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8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18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10 元/吨 

集港运输费：12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4、鄂托克旗安多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交收仓库（硅铁、硅

锰交收仓库） 

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旗棋盘井工业园 

汽车到货地址：内蒙古鄂托克旗棋盘井工业园 

铁运到货地址：拉僧仲庙 

仓储费：室外 0.15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租期 7 天）；

室内 0.20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租期 7 天）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8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36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5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5、天津利政矿业贸易有限公司交收仓库（硅铁、硅锰、金

属镁交收仓库）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湖北路 6 号 

汽运到货地址：天津市塘沽区湖北路 6 号 

铁运到货地址：塘沽站  中国外运集团新河储运公司专用线 

仓储费：室外 0.15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10 天） 

室内 0.20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10 天）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8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18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10 元/吨 

集港运输费：12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6、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兴达交收仓库（硅铁、硅锰交收仓

库）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湖北路 2 号天津贻达货箱物流有限公司

院内：兴达仓库 

汽运到货地址：天津市塘沽区湖北路 2 号天津贻达货箱物流

有限公司院内：兴达仓库 

铁运到货地址：塘沽站中国外运集团新河储运公司专用线

（指危险品） 

7、中粮天津粮油进出口公司储运中心（专用线）（指普货） 



 

 

仓储费：室外 0.15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10 天） 

室内 0.20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10 天）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8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18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10 元/吨 

集港运输费：12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8、天津市中海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硅铁、硅锰、金属镁交

收仓库）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汉路 15 号 

汽运到货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汉路 15 号中海仓库 

铁运到货地址：京局塘沽站中国外运天津集团新河储运公司

中海仓库收 

仓储费：0.15 元/吨/天（室外）；0.20 元/吨/天（室内）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10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18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10 元/吨 

集港运输费：12 元/吨（不包括太平洋东疆港）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注：以上价格仅限于袋装铁合金的仓储运输，其它费用由双



 

 

方另行确认 

9、天津市东丽区旭光储存有限公司（金属镁酸洗仓库）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镇兴农村旭光储存有限公司 

汽运到货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镇兴农村旭光储存有限

公司 

铁运到货地址：天津市渤海石油军粮城基地开发公司专用旭

光储存有限公司 

仓储费：室内 0.30 元/吨/天（免费期 20 天）；汽车货物入库

费（包干）：10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40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10 元/吨 

集港运输费：20 元/吨 

酸洗费： 120 元/吨 

10、山西鼎鑫物流有限公司（金属镁交收仓库） 

地址：山西闻喜县大运高速入口 200 米 

汽运到货地址：山西闻喜县大运高速入口 200 米 

仓储费： 室内 0.40 元/吨/天（免费期 7 天）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10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10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11、天津振鸿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矿产品交收仓库） 

地址：天津港跃进路（贰万陆）堆场康北敬业一库（海关监

管库） 

堆存费：1-30 天 免费 

31-60 天 0.10 元/吨/天 

61-90 天 0.20 元/吨/天 

90 天以上 0.30 元/吨/天 

出入库费：3.7 元/吨 

过磅费：0.30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12、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矿产品交收仓库）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新港二号路卡子门内东环路 600 号（海

关监管库） 

堆存费（有色矿）：1-30 天 免费 

31-60 天 0.10 元/吨/天 

61-90 天 0.20 元/吨/天 

90 天以上 0.30 元/吨/天 

出入库费（入库归垛，过磅，出库装车）：5.5 元/吨 

过磅费（出库过磅）：0.33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13、天津市东丽区魏王庄储运仓库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魏王庄 

汽运到货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魏王庄储运仓库 

铁路到达地址：京局军粮城站东堼铁路专运线 

仓储费：室外 0.15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10 天） 

室内 0.20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10 天） 

汽车入库费（包干）：8 元/吨 

火车入库费（包干）：24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10 元/吨 

集港运输费：15 元/吨 

其它费用：协商解决 

14、江苏华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江阴市临港新城长江 5 号码头仓库 

汽运到货地址：江阴市临港新城长江 5 号码头仓库 

铁运到货地址：无锡南站、江阴火车站 

船运到货地址：江阴市临港新城长江 5 号码头 

仓储费：室内 0.30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7 天）；

室外 0.25 元/吨/天（自入库之日起免费期 7 天） 

汽车货物入库费（包干）：16 元/吨 

火车货物入库费（包干）：以接货站点协商确定 



 

 

船运货物入库费（包干）：30 元/吨 

货物出库费（包干）：16 元/吨 

其他费用：协商确定 

7.3.1 天津铁合金交易货物交收流程 

1、卖方交易商的货物须存入交易所指定交收仓库，货物入

库应提前三天填写入库申请表（可在交易所网站下载）并通知交

易所物流中心。 

2、交易所物流中心在收到入库申请表三天内对入库申请表

进行审核，并将审核和仓位调配结果通知卖方交易商和交收仓

库。 

3、指定交收仓库根据入库通知单和货物质量保证书对货物

进行验收。 

4、货物验收合格后，交收仓库向卖方交易商开具存货凭证。 

5、凭存货凭证进行仓单注册。 

6、交易所根据买、卖双方的交收申请进行配对。 

7、物流中心根据交收配对的结果，实现买卖双方的物权转

移。 

8、配对完成后，买、卖双方如对交收货物有质量异议，进

入质量问题处理程序，如无质量异议则双方成功交收，买方可以

到仓库提货。 

9、买方交易商要提货出库，可在交易所网站下载提货申请



 

 

表，由委托人签字及加盖预留公章后传真到交易所物流中心，由

物流中心通知交收仓库办理出货手续。 

10、买方交易商到指定交收仓库提货，指定交收仓库对提货

人相关资料核实后办理货物出库。 

图 7-1 天津铁合金交易所交收流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