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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价承压，后市关注需求兑现程度

投资策略建议：

铁矿石：截至 2月 25 日收盘，铁矿石 2205 合约收于 680.5 元/吨，

本周涨幅为-0.66%。此前政策冲击的影响在本周有所消退，现货端

价格开始企稳。纵观后市，冬残奥将于 3 月 4 日至 13 日举办，叠

加 3月 4日至 5 日召开的两会，北方钢厂的全面复工或推迟到三月

中下旬。在钢厂采购有限的情况下，预计三月初铁矿石价格仍将震

荡偏弱调整；如果后续监管弱化或矿商挺价，铁矿石价格则会在复

产预期中有所反弹，届时仍需要特别关注政策风险。

焦炭：截至 2月 24 日收盘，焦炭 2205 合约收于 3391 元/吨，当月

涨幅达到 8%，与其它黑色系商品呈现出背离走势。然而在 2 月 25

日即本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受发改委公布的煤炭价格交易合理区影

响，焦炭 2205 合约大幅跳水，收跌于 3183 元，将此前的涨幅回吐

过半。当前焦炭基差仍有较大的向上修复空间，预计期货价格将继

续在强监管下承压下行。

钢材：截至 2月 25 日收盘，螺纹钢 2205 合约收于 4617 元/吨，本

周涨幅为-3.39%；热卷 2205 合约收于 4796 元/吨，本周涨幅为

-2.26%。在低库存低开工的基本面下，钢材估值依旧偏低。后市伴

随着开工率与产能利用率的回升，钢材产量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而钢价的下行风险则逐渐由铁矿石的成本坍塌转移至需求端的疲

弱。

下周关注：

1. 节后复工带来的下游需求增量

2. 焦炭价格的下行风险以及铁矿石价格能否实现企稳

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重点关注需求端的兑现程度。

2022.02.21 - 202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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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矿比与螺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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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财政部发布 2021 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称，2022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

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将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增强市场主体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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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重点项目建设等。

2. 2 月 2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在去年 1.1

万亿元基础上，今年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去年底已

提前下达了 1.46 万亿元，1 月份完成发行 4844 亿元，占提前下达限额的 1/3，全部用

于交通、市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点领域。

3. 住建部部长表示，2022 年将大力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

人住房困难问题。希望能够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240 万套（间），新筹集公租房

10 万套，棚户区改造 120 万套。同时，将推进燃气等城市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重大工程，

大力推进“新城建”。

4. 美联储博斯蒂克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 2022 年加息 3次以上持开放态度；通胀

数据可能更为悲观，如果真是这样，可能支持四次或更多次的加息。

点评：财政政策在基建端发力，钢材需求的增量需要在后市重点关注与追踪。

∟.行业资讯

1. 40 号财税新政执行在即，废钢市场观望氛围加重。钢厂方面，部分开始发布相关公

告，但多数仍处于观望状态；同时，多数回收企业近日继续降库，导致钢厂到货量明显

增加。从目前情况来看，部分企业仍有继续出货意愿，但也存在部分企业库存已经降至

低位，开始减少操作。

2.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月 20 日，全国煤炭产量 1218 万吨，已恢复至去年四季度日

均产量水平。其中，山西省、陕西省产量分别保持在 350 万吨、200 万吨左右的高位水

平，内蒙古自治区近几日降雪结束后加快恢复正常生产，产量已超过 370 万吨，创本月

新高。预计下一阶段，随着天气回暖，晋陕蒙煤炭主产地生产供应将趋于稳定，煤炭供

应水平将继续提升。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表示，2022 年机械工业行业运行有望实现平稳增长，

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增速预期达到 5.5%左右，实现利润总水平与上年持平，进出口

贸易总体保持稳定。

点评：煤炭的基本面边际向松，后市价格或将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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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铁矿石：截至 2月 25 日，铁矿石基差为 184 元/吨，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受政策冲

击与宽松的基本面影响，铁矿石现货和期货价格齐跌，近两周以来现货最大跌幅超 100

元/吨或 10%。伴随着本周铁矿石现货价格在 880 元/吨的区间震荡收窄，预计期货价格

将向上修复以使得基差向下收敛。

焦炭：截至 2月 25 日，焦炭基差为-389 元/吨，期货价格对现货升水；尽管升水程

度相比于前一周的超 600 元/吨有较大的修复，但当前的基差仍处于历史极端低位。25

日基差的向上收敛主要是由于期货盘面价格受发改委的煤炭交易指导价影响而大跌，预

计后市焦炭期货价格仍将在强监管下承压，基差将向上修复。

螺纹钢：截至 2月 25 日，螺纹钢基差为 113 元/吨，处于中性水平，但近日有走强

趋势。由于螺纹钢现货价格波动比期货小，基差走强主要是受期货价格回落影响；后市

期货向现货价格修复的赔率较大。

热轧卷板：截至 2 月 25 日，热轧卷板基差为 113 元/吨，处于中性水平。2 月份最

后一周热轧卷板的现货价格在 4960-4990 元/吨的区间内小幅波动。

月差

螺纹钢与热轧卷板远期曲线均呈现反向市场的 Back 结构，近月合约强势，远月贴水；

当前的月间价差在历史上较为中性。

图表 1: 螺纹钢近月合约强势,Back 结构加深 图表 2: 热卷近月合约强势，Back 结构维持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铁矿石与焦炭的远期曲线均为近月抬升，远端平坦，这样的斜率结构反映了相对宽

松的基本面格局；但近月放大的盘面波动或暗示未来存在驱动；后市若下游活跃的生产

经营活动拉动上游的原料需求，则铁矿石与焦炭的远期曲线在近月合约的拉动下存在向

Back 结构演绎的空间。反之，若终端需求被证伪，则远期曲线将更为平坦或向 Contango

结构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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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铁矿石远期曲线整体下沉 图表 4: 焦炭近月合约价格有所抬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南北价差

本周螺纹钢南北价差保持中性，表明地域间的供需状态较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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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份最后一周唐山地区生铁与废钢价差较为中性，这将支撑高炉相较于电炉的利

润优势。螺纹钢的虚拟钢厂利润则较为中性，但较此前 2 月 18 日当周的盘面利润有所

下滑。卷螺价差目前的估值则较为中性。

图表 7: 螺纹钢虚拟钢厂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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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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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分析

库存

从库存可用天数来看，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30 天，与往年同期相比数值较大，

处于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6.34 天，亦处于

同期高位。在原材料供给宽松的格局下，钢厂在旺季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得到较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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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月 25 日，热轧卷板钢厂库存为 370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6%，处于近

五年的同期最低水平。螺纹钢钢厂库存为 1286 万吨，同比下降 26%，亦处于五年来的低

位，仅略高于 2018 年同期的 1193 万吨。

图表 11: 热轧卷板库存处于近五年同期最低 图表 12: 螺纹钢库存量仅高于 2018 年同期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给

钢材的低库存主要是受到春节与冬奥期间钢厂限产、开工率低下的影响。由于钢材

的短流程生产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电炉的开工率与产能利用率均在 10%左右的历史最

低水平。高炉方面，唐山高炉开工率在 2 月最后一周为 44%，此前一周为 36%，同样为

近十年来的同期最低水平。产能利用率方面，据 Mysteel 调研，截至 2 月 23 日，唐山

地区 25 家长流程钢企 126 座高炉样本共计复产高炉 10 座，日产能利用率预计上升至约

68%，较 2月 18 日周度产能利用率上升约 15.87%，较去年同期下降 8.12%。唐山地区部

分钢企在 2 月底之前仍计划有 3 座高炉复产，释放日均铁水产量约 1.32 万吨，届时唐

山日度高炉产能利用率将上升至约 71%左右，这将在一定程度缓解钢材产能紧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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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产量/库存（长短流程） 图表 14: 唐山高炉开工率处于历年最低水平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从全国范围来看，根据Mysteel调研数据，2月最后一周全国247家钢厂的高炉开工率

为73.44%，同比去年下降16.06%；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77.61%，同比去年下降15.11%。

当前国内钢厂的高炉开工率与产能利用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后期随着开工旺季到来，

产量增长空间较大。

需求

百年建筑网于 2月 21-24 日组织第三轮施工项目复工调研，样本数量为 12099 个工

程项目。结合施工工程项目开复工、劳务到位率以及本期工程进度情况进行分析，结论

如下：

1、2022 年节后三周内工程项目开复工速度较慢，较去年同期下降 17.3%，前两周开

复工率均高于去年同期，但节后第三周开复工率明显放缓。

2、2022 年节后三周内项目劳务到位率与实际上工率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工程复

工延后，加上房企资金环境较差，对劳务有一定影响。

从百年建筑网的调研来看，终端需求的恢复速率与力度尚不及预期，钢材价格在需

求疲弱下或面临下行风险。

∟.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钢材方面，重点关注后市需求端的兑现，例如下游的复工情况以及基建对钢材需求

的拉动。尽管受低库存低开工的制约当下钢材估值水平较低，但在需求疲弱的情况下钢

价仍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原料方面，铁矿石价格受政策打压，叠加库存高位，估值

偏高。考虑到三月两会即将召开以及冬残奥的举行，北方钢厂的全面复产日期或推迟到

三月中下旬，钢企采购有限，预计三月初铁矿或将震荡偏弱调整难有起色；螺焦比则有

望在钢厂利润对焦炭价格的牵制下得到向上的修复空间。

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重点关注需求端的兑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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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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