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金属周报

Weekly Report of Ferrous Metal

编制日期：2022/3/7

投资咨询部



黑色金属 | 策略报告

1

热卷需求向好，铁矿石价格反弹至前高

投资策略建议：

铁矿石：截至上周五 3 月 4 日收盘，铁矿石 2205 合约收于 812.5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19.4%。当前铁矿石价格再度逼近 850 元/

吨的前高，价格反弹较大。尽管其库销比环比减少 2.7 天，但供需

格局仍偏宽松；鉴于乌克兰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占比仅为 1.6%，

俄乌战争对国内铁矿石基本面的实质影响相对有限，当前矿价上涨

部分锚定战事下的宏观要素。如后市铁矿石价格继续走强，则需警

惕其在基本面与政策压制下的下行风险。

焦炭：截至上周五 3 月 4 日收盘，焦炭 2205 合约收于 3585 元/吨，

当周累计涨幅为 12.63%。本周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

天数为 14.61 天，同上周的前值 16.34 天相比下滑近 2 天。伴随钢

厂进一步复工，焦炭开始进入去库阶段，价格存在一定支撑；但仍

需警惕其基本面偏宽松格局下的政策风险。

钢材：截至上周五 3 月 4日收盘，螺纹钢 2205 合约收于 4901 元/

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6.15%；热卷 2205 合约收于 5210 元/吨，当

周累计涨幅为 8.63%。制造业的边际转好与出口增加对钢材尤其是

热轧卷板形成了需求支撑，热卷去库节奏快于往年。相比之下螺纹

钢的需求增量相对有限，地产端虽然政策上有较多利好指引但从预

期到房企开工或销售面积的实际变现仍较为遥远。

下周关注：

1. 警惕铁矿石的价格波动及其对钢价的影响

2. 继续关注热卷需求端的利好

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激进投资者可短线逢高沽空铁矿石 2205 合约，或逢低

做多热轧卷板 2205 合约。

2022.03.01 - 2022.03.04

投资咨询部

黑色系列主连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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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给 2022 年的经济增长定下系列目标，其中 GDP 目标增长 5.5%

左右。中国 2月制造业 PMI 小幅改善，亮点主要来自制造业新订单和建筑业景气两个方

面。2月美国非农数据创去年七月来最大增幅。

2. 受俄乌战争影响，本周主要商品期货全部上涨，WTI 原油大涨 25.08%。全球股市全部

下跌，欧洲股市跌幅靠前；美元指数 98.51，上涨 2.04%。

3. 今年前两个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将达 8775 亿元。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已完成提

前下达的专项债额度，重大项目建设获得有力的资金支持。

4. 2022 年前两个月，中国百强房企的销售、融资和拿地同比均出现收缩态势。经中指

研究院统计，1 月-2 月份销售额排名前 100 位的中国房企销售额均值为 103 亿元，同比

下降 34%。

5.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0 个城市下调了公积金或商贷首付比例，其中以三四线城市为

主。另外，2 月以来至少有 5 个城市下调了商贷的首付比例。包括重庆、江西赣州、河

南驻马店等地银行均将首套房贷款首付比例降至 20%。

6. 中汽协根据13家重点企业上报的周报推算，2022年2月汽车行业销量预计完成166.6

万辆，环比下降 34.2%，同比增长 13.8%；1-2 月累计预计完成 419.6 万辆，同比增长

5.7%。

7. 2022 年 3 月家用空调行业排产约为 1736 万台，较去年同期生产实绩增长 3.1%。其

中，内销较去年同期实绩增长 4.9%；出口较去年同期实绩增长 13.7%。

8. 2022 年 2 月份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指数即 CMI 为 108.36，同比降低 8.76%，环比微幅

增加 1.06%。依据 CMI 判断标准，2月 CMI 值仍低于荣枯值 130，逼近收缩区间。

点评：制造业的边际转好对钢材尤其是热轧卷板形成了需求支撑。基建方面较为稳健，

地产端虽然政策上有较多利好指引但从预期到房企开工或销售面积的实际变现仍较为

遥远。

∟.行业资讯

1. 3 月 2 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抓紧

深化“双碳”重大问题研究，形成可操作的政策举措。要推进煤炭有序替代转型，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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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供需的“大账”，合理规划煤电建设规模和布局，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挥好

煤炭在能源中的基础和兜底保障作用。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转变。

2. 2 月 25 日，2022 年原材料工业座谈会上，工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要求，2022

年重点抓好几方面工作：着力稳定工业增长。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扎实做好稳生

产、稳供给、稳投资、稳价格，杜绝随意停限产等“一刀切”行为，切实保证行业稳增

长；全力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等。

3. 商务部：下一步将推动强化对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支持力度，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等领域。从供给冲击来看，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供给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短期内预计也

难以得到缓解。缺柜、缺工等问题持续困扰外贸企业，原材料价格、运价成本现在还维

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4. 中钢协骆铁军：“基石计划”提出用 2-3 个“五年计划”时间，切实改变我国铁资源

来源构成，从根本上解决钢铁产业链资源短板问题。首先力争实现一个目标：到 2025

年，实现国内矿产量、废钢消耗量和海外权益矿分别达到 3.7 亿吨、3 亿吨和 2.2 亿吨，

分别比 2020 年增加 1 亿吨、0.7 亿吨和 1亿吨。

点评：钢铁产业链资源短板问题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预期国内将在未来增加铁矿

石和煤炭供应量，强化其定价话语权。

∟.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铁矿石：截至 3月 4日，铁矿石基差为 197 元/吨，与上周相比变化不大，仍处于历

史较高水平。从盘面来看，铁矿石 2205 合约本周呈现减仓上行的趋势，前期的空方头

寸平仓了结较多，而近两日的多头拥挤度（交易量/持仓量）则相对较高。尽管目前铁

矿石 2205 合约的基差依然处于高位，但要警惕 05 合约冲击 850 元的前高过程中受到政

策打压以及盘面多头踩踏导致的回调风险。

焦炭：截至 3 月 4 日，焦炭基差为-578 元/吨，期货价格对现货升水程度较高，基

差仍处于历史极端低位。在焦炭的供需基本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缺口且国家部委重点强调

稳供给稳价格的政策环境下，预计后市焦炭 2205 合约价格将面临一定回调压力，基差

或向上修复。

螺纹钢：截至 3月 4日，螺纹钢基差为 40 元/吨，处于中性偏低水平，较上周的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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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有所走弱；本周基差的收窄主要是通过期货相对现货价格的更快上涨来实现的。

预计在短期需求没有明显起色的情况下，基差将在低位震荡。

热轧卷板：截至 3月 4日，热轧卷板基差为-20 元/吨，相比上周收窄了 120 元左右；

当前热轧卷板现货价格贴水于期货，基差处于历史低位。在机械和工程数据较为乐观的

情境下，预计热卷价格后市向好，现货价格向期货价格收敛。

月差

螺纹钢与热轧卷板远期曲线当前均呈现反向市场的 Back 结构，近月合约强势，远月

合约贴水。同上周相比，螺纹钢远期曲线斜率趋于平缓，跨月价差收敛；而热卷的远期

曲线则呈现出整体上移的趋势，显示出市场对于热轧卷板需求端在后市较长时间维度下

的看好。

图表 1: 螺纹钢远期曲线斜率较上周平缓 图表 2: 热卷远期曲线整体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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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均整体向上抬升，其中铁矿石合约的远期曲线已和一

个月前未遭政策冲击时的期限结构基本一致，反映了下游钢厂复工复产对原料端需求的

转好。

图表 3: 铁矿石远期曲线整体抬升 图表 4: 焦炭远期曲线整体抬升，斜率小幅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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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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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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第一周唐山地区生铁与废钢价差小幅上涨，整体仍处于中性水平，这将继续支

撑高炉相较于电炉的利润优势。螺纹钢的虚拟钢厂利润则受铁矿石近日价格大幅反扑的

拖累呈现较大下滑，当前值为-100 元/吨，处于历史偏低水平。本周卷螺价差大幅走阔，

反映了当下机械制造业相比于地产行业的相对强势；若后市地产端无法提供有效的需求

支撑，卷螺价差仍将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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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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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天，同上周的可用天数相比下

滑 1 天；尽管该数值与近五年同期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但低于 2019 年的同期数值。

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4.61 天，同上周的前值 16.34 天相比下滑近

2天，伴随着钢厂的复工逐级抬升，原料端的库存开始进入去库阶段，这将对原料价格

形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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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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钢材总库存量 2417.92 万吨，周环比增加 22.90 万吨。其中，钢厂库存量 631.67

万吨，周环比下降 6.49 万吨；社会库存量 1786.25 万吨，周环比增加 29.39 万吨；钢

厂库存继续向终端转移。具体到品种上，截至 3月 4日，热轧卷板库存为 358 万吨，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0%，处于近五年的同期最低水平，且去库节奏亦提前于往年。螺纹

钢库存为 1320 万吨，较上周小幅提升，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7%，仍处于五年来的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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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短流程产量回升较为显著，根据Mysteel统计，本周85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

工率为69.11%，环比上升14.03%，同比下降2.76%；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3.57%，环比上升

13.57%，同比下降6.41%。电炉钢厂开工率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将缓解钢材当前库存紧张

的格局，后市重点关注供给增量能否满足终端需求。

图表 13:产量/库存（长短流程） 图表 14: 唐山高炉开工率本周小幅回升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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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本周需求端主要信息数据如下：

1、受全球经济加快复苏的影响，国际钢铁市场需求恢复加快，海外钢材价格上涨，

海内外价差扩大，2021 年 11-12 月钢材出口接单情况良好，出口量小幅恢复。因此，2022

年 1 月和 2 月实际装船量较去年 12 月出现增长。从品种来看，热轧板卷的出口订单量

暴增，其次是板材，线材和冷系产品保持正常出货节奏。

2、今年前两个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将达 8775 亿元。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已完

成提前下达的专项债额度，重大项目建设获得有力的资金支持。

3、2022 年前两个月，中国百强房企的销售、融资和拿地同比均出现收缩态势。经

中指研究院统计，1月-2 月份销售额排名前 100 位的中国房企销售额均值为 103 亿元，

同比下降 34%。

4、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0 个城市下调了公积金或商贷首付比例，其中以三四线城

市为主。另外，2月以来至少有 5个城市下调了商贷的首付比例。包括重庆、江西赣州、

河南驻马店等地银行均将首套房贷款首付比例降至 20%。

5、中汽协根据 13 家重点企业上报的周报推算，2022 年 2 月汽车行业销量预计完成

166.6 万辆，环比下降 34.2%，同比增长 13.8%；1-2 月累计预计完成 419.6 万辆，同比

增长 5.7%。

6、2022 年 3 月家用空调行业排产约为 1736 万台，较去年同期生产实绩增长 3.1%。

其中，内销较去年同期实绩增长 4.9%；出口较去年同期实绩增长 13.7%。

7、2022 年 2 月份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指数即 CMI 为 108.36，同比降低 8.76%，环比

微幅增加 1.06%。依据 CMI 判断标准，2月 CMI 值仍低于荣枯值 130，逼近收缩区间。

点评：当前钢材需求端的看点一是出口，尤其是热轧卷板的出口；看点二则是以家电和

汽车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业的边际好转与修复，这亦对工业应用更广泛的热轧卷板形成需

求支撑。基建方面总体较为稳健，地产方面虽然政策端有较多的利好指引但从预期到房

企开工或销售面积的实际变现仍较为遥远。综合来看，近期需求端利多热轧卷板，后市

重点关注出口增量与下游机械制造行业的景气度。

∟.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钢材方面，制造业的边际转好与出口增加对热轧卷板形成了需求支撑，而热轧卷板

的低库存以及快于往年的去库节奏也验证了供需的紧俏，预期在钢厂产能尚未完全释放

的前提下热卷价格在后市仍有一定的上行空间。螺纹钢方面，由于地产端虽然政策上有

较多利好指引但从预期到房企开工或销售面积的实际变现仍较为遥远，短期仍偏弱运行，

重点关注基建的需求贡献。上游原料方面，重点关注俄乌战争对铁矿石定价逻辑的影响，

鉴于乌克兰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占比仅为 1.6%，如后市铁矿石价格继续走强，需警惕其

在基本面与政策压制下的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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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激进投资者可短线逢高沽空铁矿石 2205 合约，或逢低做多热轧卷板 2205 合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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