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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冲击下的弱现实与待验证的强预期

投资策略建议：

铁矿石：本周铁矿石 2205 合约以-14.9%收跌于 683 元/吨，其中 2

月 15 日收跌停板。本周包括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中钢协

在内的多部门和机构都在正式文件以及对相关企业的约谈中提出

要加强市场监管，确保铁矿石市场平稳运行；对于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严厉惩处。受政策

冲击以及供需宽松的基本面影响，铁矿石价格短期内恐难有起色。

焦炭：本周焦炭 2205 合约以 7.12%收涨于 3315 元/吨，盘面增仓

上行，其走势受到成本端焦煤价格的支撑，但与铁矿石以及成品端

钢材的价格出现了明显背离。尽管如此，焦炭高企的可用库存或难

以支撑其在钢材与铁矿石偏弱的情况下持续上涨。后市若钢材价格

继续转弱或震荡，焦炭价格可能面临需求端拖累导致的回调风险。

钢材：本周螺纹钢2205合约以-2.57%收跌于 4779元/吨，热卷2205

合约以-2.5%收跌于 4907 元/吨。当周钢材市场供需双弱，在低库

存低开工率的情况下，节后预期的需求在何时以什么样的强度兑现

将是后市行情主要的边际驱动。在当前中性偏低估值下，钢价向上

是预期，震荡是现实，向下的风险则更多来自铁矿石的成本坍塌。

下周关注：

1. 节后复工带来的下游需求增量

2. 铁矿石价格能否实现低位企稳

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若钢材价格偏弱，激进投资者可逢高沽空焦炭 2205 合

约。若铁矿石价格低位企稳，激进投资者可逢低对螺纹钢 2205 合

约建立多单。

2022.01.10 - 2022.01.14

投资咨询部

黑色金属系列主连价格

螺纹钢 2205 合约远期曲线

南华商品及黑色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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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高度重

视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掣肘问题。继续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支持煤电企业多出力出满力。做好进一步助企纾困政策准备，增

强经济发展动力。

2.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2 年 1 月 CPI 和 PPI。数据显示，1月 CPI 同比上涨 0.9%，PPI 同

比上涨 9.1%，同比涨幅均有所回落，二者“剪刀差”进一步收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综合形势室主任郭丽岩表示，预计全年我国物价将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CPI 有望延

续温和上涨态势，PPI 涨幅将逐步回落。

3.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2022 年，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深刻理解

和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保持适当支出强度，提

高支出精准度。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4.1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3.98 万亿元，是单月统计高点，同比多增 3944 亿元。据了解，

1 月信贷投放重点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普惠金融等领域。同时，在金融监

管部门引导下，房地产融资渐回归正常。

5.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一改此前的“补水”态势，6次操作累计净回笼资金逾 1万亿元，

但主要货币市场利率指标仍明显下行。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春节假期后现金回流银行体

系，央行资金投放适时收力，避免资金淤积，符合往年操作惯例，后续仍存在降准降息

的可能性。

点评：财政政策在基建端的发力与货币环境的相对宽松在需求端对黑色系形成利好。

∟.行业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做好铁矿石、化肥

等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保供稳价，进一步强化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监管，加强大宗商

品价格监测预警；支持企业投资开发铁矿、铜矿等国内具备资源条件、符合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的矿产开发项目。

2. 针对近期铁矿石市场供需总体稳定但价格大幅上涨的异常情况，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价格司、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赴青岛开展联合监管调研。两部门高度关注铁矿石

价格变化，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障铁矿石

价格平稳运行；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对于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

法违规行为，坚决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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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钢协强调矿山企业要诚信经营、按时履约；相关贸易企业要依法合规经营、杜绝恶

意炒作和囤积居奇等行为；钢铁生产企业要加强自律，以供需平衡为原则，把握好采购

节奏。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将继续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市场监测工作，进一步加强分析

研究，促进产业链均衡发展和铁矿石市场平稳运行。

点评：短期内铁矿石价格受政策冲击的影响仍然面临下行风险，后市需要关注其价格是

否能实现止跌企稳以及钢材价格面临的潜在的成本坍塌的风险。

∟.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铁矿石：近期基差处于历史高位，受政策冲击影响叠加宽松的基本面，铁矿石现货

和期货齐跌，现货跌幅超 100 元/吨或 10%；预期与现实的双重悲观使得铁矿石价格在短

期仍然承压。

图表 1: 铁矿石近日现货价格与基差百分位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焦炭：同样是钢材的上游原材料，焦炭基差却呈现出和铁矿石截然相反的趋势，期

货对现货升水超过 600 元/吨，基差几乎走低至近五年最低水平；后市现货价格有上行

动能以扩大基差。

图表 2: 焦炭近日现货价格与基差百分位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螺纹钢：螺纹钢基差较为中性，但近日走强，现货仍然较为平稳，基差走强主要是

受期货价格拖累；期货向现货价格修复的赔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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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螺纹钢近日现货价格与基差百分位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热卷：热卷基差中性偏弱势。

图表 4: 热卷近日现货价格与基差百分位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南北价差

本周螺纹钢南北价差保持中性。

图表 5: 螺纹钢价差：广州-上海 图表 6: 螺纹钢价差：北京-上海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跨品种价差

钢厂利润中性，卷螺价差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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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螺纹钢盘面利润（红色为当前区域） 图表 8: 卷螺价差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需分析

库存

铁矿石库存量较大，可用天数较多，处于历史高位。焦炭库存亦极其宽松。

图表 9: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 图表 10: 焦炭可用天数：钢厂（247 家）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钢厂库存出现节后首降，与去年同期相比处于库存低位，同时社会库存同上周

相比增加了 100 万吨，库存向下游终端转移，预计伴随着节后复工需求转好，库存将进

入去化阶段。

图表 11: 钢厂库存同比增长率 图表 12: 钢材库存与表观消费比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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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

钢材的短流程处于亏损状态，开工率与产能利用率均在 10%左右，为历史低位。唐

山高炉开工率本周 36%，上周 34%，处于近十年来最低水平；全国数据（247 家钢厂）为

69%，亦是历年最低。唐山地区的低开工率主要是受到了冬奥会限产的制约，综合来看

当前国内的产量处于较低水平，如果节后复工的节奏加速了需求端的转暖则将在钢材市

场构成供需缺口。

图表 13:产量/库存（长短流程） 图表 14: 唐山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需求

受 2021 年初相对高基数影响，2022 年 1 月房地产成交面积同比下跌，供应面积的

同比增速则相对而言远大于成交面积；地产行业整体仍然弱势运行，企稳筑底的拐点尚

未到来。尽管在百年建筑网于 2月 14-17 日组织的第二轮施工项目复工调研中，节后两

周内项目劳务到位率与实际上工率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基建项目有力带动市场，但地

产难有起色的情况下基建恐难以弥补其在需求端的缺口占比。在房企盈利状况边际改善

以及现金流转好的基本面到来前，需求端的增量在较大程度还停留在预期上。

图表 15:40 大中城市土地成交 图表 16: 成交与供应同比增长差值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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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当周钢材市场供需双弱。接下来的交易节奏和方向需要关注供需哪一端的边际驱动

首先成为现实。在当前估值下，钢价向上是预期，震荡是现实，向下的风险则更多来自

铁矿石的成本坍塌。铁矿石目前的风险依旧来自政策端，尽管盘面已经消化了较多的利

空，但在基差依然处于高位且现货与期货价格均尚未实现止跌企稳前，其价格难有起色。

焦炭方面，其自身相对宽松的基本面或难以支持其在其它黑色品种偏弱的情况下持续上

涨，盘面上也要注意堆积的获利筹码的兑现。如果螺纹钢转弱或者震荡，激进投资者可

以试空焦炭 2205 合约。后市宏观方面重点关注地产行业的边际改善在多大程度上以及

多长时间内能够兑现成现实，微观层面关注节后复工的情况，铁矿石的价格和基差，以

及钢材的去库，河北地区钢厂开工的情况。

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若钢材价格偏弱，激进投资者可逢高沽空焦炭 2205 合约。若铁矿石价格低

位企稳，激进投资者可逢低对螺纹钢 2205 合约建立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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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

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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