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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驱动，均价下移
----2020 铁矿钢材期货市场展望

2019 年 12 月 24 日

要点提示：

铁矿石篇

1.供应端：上半年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进口矿供应量大幅回落

2.需求端：钢厂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 港口钢厂库存亦逐渐累库

钢材篇

1.供应端：行业供应逐步宽松，产业利润逐渐收缩

2.需求端：车企逐渐复苏，房企稳健前行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从宏观上看，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的

宏伟目标，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任务艰巨。但从

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上看，LPR 改革，定向降准降息等手段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地方债的提前发行显示出财政政策的积极性，因此从宏观角度上判断，

明年经济不会出现明显失速。具体到钢铁产业来看，2020 年中国钢材市场的

驱动力仍然在需求端，虽然国内经济增速有继续下行压力，但逆周期调节力

度加大将让基建托底经济表现的更加明显。房地产调控力度加强，银保监会

加大了对房地产行业融资的管控力度，房企融资压力增大，但房企快进快出

政策不变。预计 2020 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或将有一定下滑，但不会断崖式下

跌，这对明年的钢材需求有比较强的支撑。其他消费领域如汽车等表现也将

较 2019 年略有好转，整体钢材消费较 2019 年仍有增长，但增速回落。

不过，2020 年将是国内钢铁行业置换产能投产高峰期，钢厂供给压力犹

存，供应偏宽松，钢铁生产企业的利润将继续挤压，但考虑到原材料铁矿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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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铁矿石篇

一、2019 年铁矿石行情回顾

2019年上半年铁矿石价格在消息面及基本面带动下持续上涨。供应方面，受到

巴西矿难事故、澳洲飓风以及矿区事故影响，四大矿山中除FMG外其他均对年度产

量目标进行了调整。同期，国内钢厂铁矿石需求量节节升高，供需面的双重作用下，

铁矿石港口库存自4月以来连续11周去库，去库速率远超前期，其直接影响铁矿石

价格走势。下半年，矿山处于传统生产旺季，且受到高利润的驱动,国内外矿山在

积极筹备复产，下半年供应情况较上半年有所缓和；此外，伴随着近期市场的错峰

限产政策以及下半年的采暖季限产等政策因素，钢厂限产力度略大于上半年，综合

来看铁矿石供需面开始缓和，价格呈前高后低走势。

图1：2019年铁矿石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基本面回顾与分析

一．供应端：上半年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进口矿供应量大幅回落

图2：四大矿山季度产量 图3：澳巴进口量及港口总进口数量

炭供给释放较多，成本价格下移，因此钢材价格重心仍有下降空间，行业整

体利润将会收缩，考虑到钢材淡旺季相对明显，消费弹性变化较大，因此消

费淡旺季将成为钢价波动的关键点。我们认为 2020 年钢材行情持震荡趋弱

态势，整体利润相对 2019 年下滑，但基建，地产以及制造业会坚实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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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今年上半年VALE溃坝事故、澳洲飓风灾害直接导致全球铁矿石供给大幅收缩，

点燃了今年铁矿石的大牛市。而7月、8月铁矿石从高位大幅回落。一方面，巴西、

澳洲发货量提升，逐步走出矿难与飓风影响；另一方面,国内成材高库存压制矿石

价格。近期，钢厂限产力度不及此前预期，钢厂存在一定的补库行为，铁矿石在前

期超跌背景下修复性反弹。近期巴西、澳洲铁矿石发运量较上半年矿难、飓风影响

之时显著回升，下半年供应环比上半年预计将有较大增量。

表1 铁矿石供需平衡表

铁矿石供应量 铁矿石消耗量 供需差

2019Q1 32204 32212 -9

2019Q2 30897 34998 -4101

2019Q3 35702 34267 1435

2019Q4 33544 32940 604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从四大矿山分别来看，2019年1月25日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旗下矿山突发矿山溃坝

事件，之后官方公布年化影响量约9300万吨。由于巴西产销的大幅下降，3-4月发

货量同比下降了35%，减量达到2300万吨，经过前期努力复产，三季度淡水河谷的

铁矿石总产量出现了年内的首次回升，达8670万吨，三季度铁矿石与球团总销量达

8510万吨，环比增加20.2％，同比下降13％，其中8月的发运量创年内新高。但整

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总产量仍低于历史同期，同比去年减少6002万吨。展望2020

年，伴随着Vale的灾后重建，溃坝重新投入生产，2020年的计划产量提升到3.4-3.55

亿吨

澳洲矿方面，2019年力拓销量约为3.27亿吨，10月31日力拓官网公布，预计2020

年将比19年总销量上浮5%，因此预计明年的销量区间在3.36-3.47亿吨，均值约为

3.42亿吨，比今年增加0.15亿吨

必和必拓在2019财年计划产量2.73-2.83亿吨（2018.7-2019.6），但真实产量低

于年初计划量，仅有2.7亿吨左右。产量的下降主要是由于2018年11月火车脱轨，翻

车事故及2019年3月的飓风导致黑德兰港大修，考虑到飓风的影响消退+矿山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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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效，预计2020财年必和必拓的总体销量目标有望再次回到2.73-2.86亿吨。

四大矿山中FMG是唯一在今年前三季度产量出现环比上升的矿商。其前三季度产

量13600万吨，环比去年同期增加990万吨，而且由于今年中国铁矿现货价格持续走

高，使得其前三季度发往中国市场的量占其总销量的比例有所提高。FMG在2019财年

计划销量为1.67-1.73亿吨（2018.7-2019.6），但受3月飓风、6月检修的影响，实

际完成量偏低，约为1.7亿吨。2020财年一季度销量为0.422亿吨（2019.7-2019.9），

环比2019财年四季度下降9%，主要是因为6月开始的季节性检修，以及新的采矿区开

采，导致剥采比提升到了1.7（剥采比与产量呈反比）。FMG在季报中提出，2020财

年 铁矿 的 剥 采比 有 望 维持 在 1.5 ， 意味 着 在 2020 财 年剩 下 的 三个 季 度

（2019.10-2020.6）出矿率会有所提升，也将使新的销售计划量随之提升。

总体来看，2020年铁矿石产量进一步增加，其中淡水河谷的复产和部分矿区的扩

产，以及澳洲的扩产量将会为来年提供五千万至六千万产量的增量。同时按照季节

性规律，供应总量最多的依旧在三季度，进口矿总量达到最高值，预计二季度环保

限产最为宽松，铁矿石消耗量达到年内高点，后随着淡季来临而逐步走弱。

二、需求端：钢厂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 港口钢厂库存亦逐渐累库

钢材产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1-11月份粗钢产量90418万吨，同比

增长7%，1-11月钢材产量110474万吨，同比增长10.0%。整体上，11月粗钢、钢材产

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维持较大增长态势。今年粗钢产量的大幅增长是受地产端的需求

驱动，地产新开工的持续高位有力地支撑了全年钢材的需求，而从2020年来看，我国

经济将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但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建筑、汽车、造船等行业钢

材需求将下降，机械行业钢材需求基本不变，能源、家电等行业钢材需求仍将保持增

长，因此整体钢材需求或将缓慢下降。

图4：铁矿石库存 图5：高炉开工率

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港口库存：截止12月22日，钢联统计库存12692万吨，日均疏港量271万吨，港

口库存在降库一月之后首次大幅累库。主要由于各区域限产放松，钢厂在低库存的

情况下存在较好的补库积极性，对原料的需求转强，港口库存小幅去库。钢厂库存：

截止12月22日，钢联统计64家钢厂进口烧结粉总库存1732.86万吨，环比增加94.32

万吨；钢厂库存持续六周增加，日耗基本持稳；自11月中旬以来，钢厂进口烧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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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库存累计增加约230万吨，日耗维持在55-60万吨之间。从库存结构来看，厂内库

存小幅去库，波动较小，港口库存与海飘库存有所增加，其中海飘库存增幅最为明

显，月内累库55万吨，主要是来自于南方、沿江地区钢厂的海飘增量。

三、2020 年铁矿市场展望

展望 2020 年，供应端的缺口将进一步得到弥补，随着巴西矿的复产以及澳洲矿

的扩产，四大矿山发运总量相较 2019 年将出现明显提升。从产业需求上来看，钢厂

的决定铁矿的用量，而地产基建以及汽车等制造业的景气程度决定钢材的需求量，

才钢厂角度看，由于今年环保部强调不搞环保“一刀切”，环保限产影响虽有但或

许不大，因此钢材供给可能居高不下。此外国内地产仍将展现出较强的韧性，支撑

粗钢消费维持在高位，对铁矿需求量仍将有小幅增长，

从当前冬储以及库存累库速度来看，整个钢材市场将以低库存的状态进入 2020

年，春节过后，随着下游工地逐步开工钢厂将提前开启旺季模式以保证产量，对铁

矿的需求将提前释放，铁矿价格逐步走高，进入二季度，钢厂库存矛盾逐步得到缓

解后成材的整体产量将有可能出现旺季不旺的情况，加之外矿发运量逐步回升整体

供需将有所转弱，铁矿价格将从高位回落，进入 7,8 月后，下游需求消费转淡，钢

厂利润将受到压缩，对原料端的需求将出现明显下滑，铁矿价格全年的低点大概率

将在此时出现。金九银十来临之后，下游成材消费逐渐转暖，钢厂有望对原料端进

行补库，铁矿价格有望走出全年第二高点。进入四季度，环保限产将会对铁矿需求

端产生扰动，成材产量在进入淡季后也将逐步下降，铁矿价格将再次回落。预计

2020 年铁矿低位震荡运行，均价下移为主，黑色系中作为空头配置。阶段性随成

材走势做多。

第二部分 钢材篇

一、2019 年钢材行情回顾

2019 年国际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中美贸易摩擦扰动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诸多经济指标增速均出现放缓。具体到钢铁行业，原材料铁矿石因巴西矿难，澳洲飓

风等事件影响，价格大幅上涨，挤压了钢铁行业利润，此外今年环保严禁“一刀切”，加

之钢铁先进产能释放较快，国内钢材供应趋于宽松，导致了钢厂利润收窄。但从 2019 年国

内钢材消费下游行业来看，以螺纹消费为主的房地产以及基建市场表现较好，韧性较强，

而以热轧消费为主的汽车以及家电行业比较低迷。

热轧品种方面，2019 年热轧行业整体呈现颓势，相对于 2018 年，2019 年热轧利润处于

低谷，一方面原材料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下游产业如汽车业整体低迷，产销

量连续走低，两方作用下，热轧行业在今年相对萎靡。

图6：2019年螺纹钢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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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7：2019年热轧卷板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基本面回顾与分析

一．供应端：行业供应逐步宽松，产业利润逐渐收缩

在环保严禁“一刀切”的情形下，2019年环保限产力度有所减弱，钢厂在利

润的驱动下不断增产，根据钢联统计，1-11月全国生铁产量为7.42亿吨，同比增

加2160万吨；粗钢产量为8.68亿吨，同比增加3390万吨，增幅3.9%。展望2020年，

供应方面，大量产能置换项目逐步落地，新建项目装备技术和工艺水平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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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有较强的释放冲动，钢铁产量供应压力很难明显缓解。

图 8：粗钢产量 图 9：钢材产量

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10：全国盈利钢厂占比 图11：全国高炉开工率

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止12月13日，高炉开工率下降为65.88%，钢厂盈利比例为80.37%。近期钢

铁行业盈利快速攀升至高位，但高炉产能利用率却连续两个月维持在近三年同期

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由于高炉的检修计划都已经提前制定，因此长流程产量始

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后续仍需高度关注高炉产能利用率的走势，如果仍能维持

偏低水平，叠加目前地产需求较为强韧的利好，有望支撑钢材市场进一步超跌反

弹。

图12：重点钢企钢材库存（万吨） 图13：钢材社会库存（万吨）



铁矿钢材期货年度策略报告

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库存方面, 截至12月20日，全国29个重点城市钢材社会库存量为655.9万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2.8万吨，降幅为2%；较2009年同期下降了609.8万吨，降

幅为48.18%；与2010年同期高峰相比下降了721.4万吨，降幅达到了52.38%。钢材

社会库存下降速度和程度都已经超过往年，达到了近十年来的历史低位。

结合产量来看，1-11月份中国钢材产量110474万吨，同比增长10%，高产量低

库存是今年钢铁行业的特点，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内需的强劲拉动，

今年由于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国家加大逆周期政策调节，因此基建项目

加速落地开工，加上房地产投资情况较为平稳，导致钢材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这一现状在下半年尤其明显。

此外今年北材南下计划总量创新高，从11月中旬南下螺纹数据显示，东北螺

线南下计划总量166.1万吨，但实际南下螺纹、线材占比分别为33%、46%，南下实

发不及预期。由于前期南北区域价差拉锯明显，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且前期库

存压力较大，钢厂急于兑现资金，因此南下钢材计划总量较多，但随着价格止跌

回升，南北价差收窄，实发钢材数量其实较少，明年第一季度需重点关注南下钢

材进展情况。

小结：在地产销售韧性强，新开工反弹，施工维持高位的情况下，地产的预

期以及钢材的需求也有所改善，此外年末赶竣工的压力叠加18年低基数，因此四

季度螺纹等钢材迎来一波强势反弹。但从当前市场基本面逻辑来看，伴随着高利

润供给量提升及冬季需求量减弱，将导致市场库存面临反转，且限产和例行检修

结束时间集中在12月，产量释放为大概率事件。随着冬季来临，12月北方需求会

有明显下降，加之今年春节时间提前，停工将前移，此外钢厂冬储政策以及贸易

商对钢材价格上涨带来的恐慌对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总体来看，预计12月的钢

价将承压下行。

二．需求端：车企逐渐复苏，房企稳健前行

2.1 房地产与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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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房地产销售面积 图15：地产指标数据

资料来源： 国家据统计局，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019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1-11月全国房地产相关数据，1-11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增长7.3%，增速较1-10月持平；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

长0.2%，增速较1-10月提升0.1%；受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1-11月，房地产开发企

业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8.6%，增速较1-10月回落1.4%；房屋竣工面积同比下降

4.5%，降幅较1-10月收窄1.0%，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当前房地产市场仍保持平稳发

展的态势，政策基调没有明显变化，在融资政策偏紧的情况下，房企加大促销和推

盘力度，以价换量促回款。

从资金投入情况来看，2019年1-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2%，

增速较1-10月下降0.1%。在后续基数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土地购置费的进一步走弱

和施工走弱仍将导致四季度投资仍将继续放缓。1-11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

同比增速为7.0%，增速较上月持平。拆分来看，国内贷款累计增速为5.5%，较1-10

月下降了2.4%；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增速为10.0%和13.9%，较上月分

别上涨0.6% 和下降0.2%，销售回款整体仍较快增长。资金来源的变化表明国内融

资渠道仍旧受到严格控制，开发商只能借助加快销售回款和海外发债来补充资金。

图16：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图17：房地产开发投资来源

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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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面上来看，四季度以来行业整体运行平稳，中央对房地产行业的定位以

及行业政策调控边际改善。政策端来看，2019年中央对房地产定调有三次变化，三

月份两会表态“防止房市大起大落”；7月底政治局会议首提“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

刺激经济的手段”；12月份新华社重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机制”。可以看出中央对地产政策始终以稳为核心，

适当放松。2020年在以“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为主基调的宏观政策下，“房住不炒”

及长效机制的深化落地仍为政策主线，保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不

动摇；“一城一策”被给予更大肯定，将与“房住不炒”相辅相成，成为长期房地

产调控的导向政策。

供需端来看，10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

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

房。此次棚改力度或超预期，可以预期三四线成交韧性将保持强劲，由此产生的购

房者或推动房价上涨。销售来看，由于房企以价换量、加速推盘的边际作用递减，

20 年全年销售面积或将同比下降；此外，201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仍维持高位，但在

年中见顶回落，预计伴随新开工及拿地增速放缓，整体投资增速缓慢下降趋势仍将

持续。考虑到19年拿地减少导致新开工、施工增速下滑，土地购置费预计下降等因

素，预计2020年投资额增速下降。总体来看2020年的房地产市场，在政策的管控下，

全年将以稳为主，在此基础上，棚改旧改等项目会刺激地产行业持续发展，整体呈

现稳中有升的局面。

另外，从基建上来看，11月基建固投保持稳定，基建保稳增地位不变，2019年

1-11月，广义基建累计投资16.5万亿，同比增加3.5%，较1-10月增加0.2%，狭义基

建投资累计13.7万亿，同比增加4%，增速较1-10月减少0.2%。在2019年下半年以来，

稳基建政策不断加码，资金端支持力度逐步加大的背景下，叠加中央工作会议再次

强调稳健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聚焦前期一系列稳基建政策落地，为应对后续经济

面临挑战时留有余地，基建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将继续发挥重要托底作用。

图1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图19：白色家电

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2 家电，汽车，及船舶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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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汽车以及船舶设备制造业均为热轧行业下游需求的主要用途，根据钢联

提供的样本数据显示，2019年冷轧整体利用率平均在76.4%，而去年同期利用率在

80.96%，平均同比下降了4.56%。而导致这一情况出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汽车、家电整

个行业出现的衰退。汽车行业萎靡主要原因在于受小排量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出、宏

观经济增速放缓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消费需求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而家电业主要

是受地产竣工面积拖累影响，但随着地产回暖及双十一促销活动拉动影响，第四季

度家电板块整体增长稳健，多数子行业实现正增长，并且白电行业在年底替换率会

有一定上升，而出口量的好转也适当的减少了市场的压力，整年呈现前低后高，较

去年基本持平。

具体到行业来看，1）家电业，2019年前三季度，家电行业业绩增速基本持平或

下滑，主要是白色家电受到竣工下滑影响，新增需求减少，出货量同比下滑，且空

调行业在2019年终端零售价下滑明显；但随着下半年地产市场的回暖以及年底商家

促销活动，带动了家电行业需求改善。

2019年房地产竣工表现较弱对大家电内销市场有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根据统

计局数字，2019年1-10月份，房地产竣工面积同比下降5%，房地产竣工面积的下滑

直接导致了由房地产竣工驱动的家电新增需求不达预期。但展望2020年，竣工回暖

带动下的交付周期来临将成为驱动需求改善的最主要因素。住宅竣工增速于9月回

正，10月住宅竣工增速同比增长18.83%环比大幅提升17.7%，当前竣工增速向好趋势

明显，有望带动家电板块回暖。其中冰箱洗衣机的更新置换需求的释放是一个较为

长期的过程，但从边际需求的改善来看，考虑到今年同期低基数的影响，2020年上

半年家电行业内销增速或将小幅改善。整体来看，随着企业减税落地、后续交房预

期回暖，以及消费政策的落地推行，家电行业在2020年有望受益回暖。

2）汽车业，12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11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11月汽车产销表现总体好于10月，其中产量增速明显高于销量。11月，汽车产销量

分别为259.3万辆和245.7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3%和7.7%，产量同比增长3.8%，销量

同比下降3.6%，降幅比上月继续收窄。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216.3万辆和205.7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6%和6.7%，产量同比增长1.9%，销量下降5.4%；商用车产销

量分别为43万辆和40万辆，环比分别增长20.3%和12.3%，同比分别增长14.6%和6.9%。

前11个月，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303.8万辆和231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9.0%和

9.1%，产销降幅比前10个月继续小幅收窄。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1917.5万辆

和1923.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0.7%和10.5%；商用车产销量分别为386.3万辆和387.9

万辆，产量同比增长0.3%，销量同比下降1.6%。

图20：工业增加值 图21：汽车产销逐渐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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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018年7月以来，中国乘用车市场进入了负增长时期，迄今已经持续了16个月，

这是历史周期最长的一次，此次汽车行业萎靡主要原因在于受小排量购置税优惠政

策退出、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消费需求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但

2019下半年国五国六切换影响减弱，加之2018年下半年基数较低，乘用车销量降幅

逐渐收窄，此外汽车本轮库存周期即将见底，库存压力较去年同期以及减轻，行业

景气度将有所回升，叠加国家实施“减税降税”“放宽限购”等政策，预计车市迎

来新一轮复苏周期，因此对于2020年车市，我们认为车市将触底回升，处于弱复苏

时期。

3）造船行业，2020年全球经济或温和复苏，商品贸易额增速有望提升，2020

年限硫政策实施，不符合要求的船舶被迫离开海运市场，加上2019年全球新船订单

下降，2020年投入市场船舶量减少，预计明年海运力增速低于海运贸易量，船舶市

场缓慢升温，全球新承接订单量或同比增长。但手持订单预计仅能维持微增，完工

量明显下降，预计造船用钢量较2019年有所下降。

总体来看，从下游各个行业来看，今年房地产行业保持一定的韧性，汽车行

业经过长时间的萎靡，在低基数的基础上，明年汽车行业有望回暖，家电由于和地

产行业的高度相关性，虽然今年走势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但考虑到房地产行业的

体量以及2020年棚改旧改的刺激政策，预计2020年家电行业会逐渐明朗；但造船业

由于订单量的减少，仍然不容乐观。

三、2020 年钢材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从宏观上看，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

标，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任务艰巨。但从货币政策以及

财政政策上看，LPR 改革，定向降准降息等手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地方债的提前

发行显示出财政政策的积极性，因此从宏观角度上判断，明年经济不会出现明显失

速。具体到钢铁产业来看，2020 年中国钢材市场的驱动力仍然在需求端，虽然国内

经济增速有继续下行压力，但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将让基建托底经济表现的更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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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房地产调控力度加强，银保监会加大了对房地产行业融资的管控力度，房企融

资压力增大，但房企快进快出政策不变。预计 2020 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或将有一定下

滑，但不会断崖式下跌，这对明年的钢材需求有比较强的支撑。其他消费领域如汽

车等表现也将较 2019 年略有好转，整体钢材消费较 2019 年仍有增长，但增速回落。

不过，2020 年将是国内钢铁行业置换产能投产高峰期，钢厂供给压力犹存，供

应偏宽松，钢铁生产企业的利润将继续挤压，但考虑到原材料铁矿焦炭供给释放较

多，成本价格下移，因此钢材价格重心仍有下降空间，行业整体利润将会收缩，考

虑到钢材淡旺季相对明显，消费弹性变化较大，因此消费淡旺季将成为钢价波动的

关键点。我们认为 2020 年钢材行情持震荡趋弱态势，整体利润相对 2019 年下滑，

但基建，地产以及制造业会坚实托底。

风险性因素

1，地产建设不及预期，考虑到当前房企融资困难，虽然快进快出的方法能够

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但一旦企业陷入资金链断裂或债务危机，就

会直接拖累项目建设，进而影响到建筑用钢的使用，导致需求不能及

时完全的释放，那么届时钢材价格下跌的可能性是大概率事件。

2. 原材料上涨，今年巴西溃坝给国内钢材产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原料价格

上涨，钢材利润收缩。倘若今年巴西或澳洲矿区发生突发性事件，对于钢材的

利润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焦炭焦炉产能置换改造对于焦炭产能的释放在

2020 年仍需重点关注，若焦炉淘汰较多，则会推动钢铁生产成本上移，带动钢

价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