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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回暖，钢材短期需求受疫情压制

投资策略建议：

铁矿石：截至上周五 3月 18 日收盘，铁矿石 2205 合约收于 833.5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1.4%。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7 天，

同上周相比下降 4天；该库存数值已处于近五年同期低位，仅高于

2020 年同期，后市原料端重点关注铁矿石的供给增量是否能满足

下游的钢厂需求。

焦炭：截至上周五 3 月 18 日收盘，焦炭 2205 合约收于 3691 元/

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0.37%。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

数为 14.4 天，同上周的前值 15.31 天相比有所降低。

钢材：截至上周五 3 月 18 日收盘，热轧卷板 2205 合约收于 5129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0.16%；螺纹钢 2205 合约收于 4953 元/

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0.73%。钢材方面，当前需求端的多空矛盾主

要来自向好的预期数据与疫情压制的短期现实需求，这也使得钢价

的短期走势较为纠结；后市需重点关注疫情对终端需求与钢厂生产

的影响程度，以及预期数据在实际钢材需求上的兑现程度。在钢厂

利润受原料价格打压的情况下，如国内疫情控制情况较好，则钢价

将较为坚挺；反之则有需求踏空的回调风险。

下周关注：

1. 国内疫情发展及其对钢厂开工以及终端需求的影响。

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当前钢厂利润偏低，主要是受原料端铁矿石价格上涨的

侵蚀打压；激进投资者可择机在 05 合约上多螺纹钢-空铁矿石进行

跨品种套利，博取钢厂利润的修复。

2022.03.14 - 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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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强调，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底线。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不放松，采取果断措施，尽快控制局部聚集

性疫情，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2. 3 月 16 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

场问题。会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

重出台收缩性政策。

3. 3 月 18 日晚，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通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

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

4.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进行，一些城

市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初步研究，但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

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5. 1-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1%，制

造业投资增长 20.9%。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好于市场预期，增长 3.7%。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稳增长稳投资的政策发力。二是积极推动制造业投资增长的成效明显。三是基础设

施投资和民生领域投资加大。

6. 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增速比 2021 年 12 月份加快 3.2

个百分点，比 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加快 1.4 个百分点。受益于振作工业经济运行、推

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政策措施加快落地，工业企业节后有序复工复产，工业生产态势

向好。

7. 工信部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监测调度和政策落实，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扩大制造业投资、提振消费需求等各项工作，全力保

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持续深

化户籍制度改革。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扩大保障

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9. 美联储加息靴子周三终于落地，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如市场预期将联邦

基准利率区间上调 25 个基点至 0.25%-0.50%区间，为 2018 年 12 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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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主席鲍威尔随后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胀率仍远高于 2%的长期目标，俄乌冲突以及能

源价格飙升给通胀带来更多上行压力，但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在这种背景下，

持续加息是合适的。在同时公布的（包含点阵图的）经济预测中，美联储官员预计 2022

年年底利率将达到 1.9%。如果每次加息 25 个基点，美联储今年将在剩余的六次会议上

每次都执行加息。

点评：宏观层面多空参半，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地产等数据均超预期，中长期来看钢材需

求得以提振；但全国各地的疫情仍有蔓延趋势，钢材需求端在短期受疫情压制。

∟.行业资讯

1. 2022 年 1-2 月中国粗钢日均产量 267.73 万吨；生铁日均产量 223.95 万吨；钢材日

均产量 333.41 万吨。

2. 2022 年 1-2 月中国生产原煤 6.9 亿吨，同比增长 10.3%，增速比上年 12 月份加快 3.1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1164 万吨。进口煤炭 3539 万吨，同比下降 14.0%，降幅比上年 12

月份收窄 6.9 个百分点。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中国空调累计产量 2925.9 万台，同比增长

3.9%；冰箱累计产量 1194 万台，同比下降 2.5%；洗衣机累计产量 1380.3 万台，同比

增长 5%；彩电累计产量 2543.1 万台，同比增长 1%。

4. 中国工程机械协会：2 月销售各类推土机 552 台，同比下降 5.48%，环比增长 20%；

其中国内 208 台，同比下降 44.4%；出口 344 台，同比增长 63.8%。

5. 2022 年 1-2 月挖掘机产量 62650 台，同比下降 3.1%。

6. 2 月份，我国卡车市场共计销售 22.65 万辆，环比下降 28%，同比下降 18%，降幅较

上月（-26%）缩窄 8个百分点。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我国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近 2731 亿元，

同比增长 14.8%。其中公路建投资达 2551 亿元，同比增长 15.7%；内河建设投资达 83

亿元，同比增长 11.7%；沿海建设投资达 95 亿元，同比下降 2.6%。

点评：需求端发力当前一看基建，二看出口，国内的消费和地产层面的需求目前偏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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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铁矿石：截至 3月 18 日，铁矿石基差为 151 元/吨，与上周的 209 元/吨相对走弱，

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考虑到受疫情影响下游需求兑现节奏较慢但同时铁矿石库存水

平偏低，预计后市现货价格将偏震荡。

焦炭：截至 3月 18 日，焦炭基差为-166 元/吨，相对上周同期明显走强。预计后市

焦炭 2205 合约价格仍面临一定回调压力，基差或向上修复。

螺纹钢：截至 3月 18 日，螺纹钢基差为 48 元/吨，处于中性偏低水平。预计短期终

端需求在疫情扰动下难有明显起色，基差将在低位震荡。如后市钢厂生产受疫情影响较

大，去库幅度加大，则基差有走强的动力。

热轧卷板：截至 3月 18 日，热轧卷板基差为 42 元/吨，较上周有所走强。在出口需

求继续乐观、热轧卷板维持去库节奏的情境下，预计后市热卷现货价格将相对期货价格

继续走强。

月差

热轧卷板与螺纹钢的远期曲线当前呈现反向市场的 Back 结构，近月合约强势，远月

合约贴水。同上周相比，螺纹钢的远期曲线整体上移但斜率趋缓；热轧卷板的远期曲线

则整体不变，近月端斜率趋缓；这或表明热卷的短期需求与螺纹钢相比趋于弱势。

图表 1: 螺纹钢远期曲线整体抬升，斜率变缓 图表 2: 热卷远期曲线整体不变，斜率变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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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出现近月抬升的格局，远月端和上周相比差别不大，

显示出在原料去库进程下现货价格与近月端的相对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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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铁矿石远期曲线近月抬升 图表 4: 焦炭远期曲线近月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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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螺纹钢虚拟利润受原料端铁矿石价格上涨的侵蚀处于低位，卷螺价差较上周明

显下滑。

图表 7: 螺纹钢虚拟钢厂利润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 8: 卷螺价差较上周回落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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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从库存可用天数来看，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7 天，同上周的可用天数相比下

降 4 天；该数值已处于近五年同期低位，仅高于 2020 年同期。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

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4.4 天，同上周的前值 15.31 天相比有所降低，总体来看当前原料

端重点关注铁矿石的增量是否能满足钢厂需求。

图表 9: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较上周下滑 图表 10: 焦炭可用天数较上周下滑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受疫情影响下游终端普遍停工、钢材发货不畅，因而钢材库存相对上周走平。

图表 11: 热轧卷板库存走平 图表 12: 螺纹钢库存走平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给

截止到3月14日，唐山地区25家长流程钢企126座高炉样本共计复产高炉16座，复产容

积23724m³，预计日均释放铁水产能约7.09万吨。由于此前高炉长时间停产，铁水产量将

会逐步释放，理论计算铁水产量释放完毕后日产能利用率预计上升至约78.92%，较上周

四周度产能利用率上升约21.6%。较上月同期上升约26.17%，较去年同期上升3.53%。

疫情方面，Mysteel对全国10家样本彩涂钢厂进行调研，除河北、深圳地区部分钢厂

因疫情严重，生产受影响以外，其他地区基本都是正常生产，但更多的是影响交通运输。

部分钢厂因为原料紧缺、订单不饱和，产能利用率较低，且在当前各地疫情影响下，短

期内无法恢复至正常水平。



黑色金属 | 策略报告

7

图表 13:产量/库存（长短流程） 图表 14: 唐山高炉开工率本周出现较大回升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需求

本周需求端主要信息汇总如下：

1、截至 3月 17 日，Mysteel 汇总 14 个省份停工停产最新信息。其中，上海市疫情

严重地区钢厂发货受限，到货速度受影响；市政重点工程基本正常施工，其余项目停工

较多。河北省内中高风险地区部分钢厂停收废钢 ，市场处于停滞状态；其他地区由于

交通管制，司机运输意愿不高，区域间资源流通不顺畅，整体到货大幅减少。广东省内

多个压铸企业处于停工停产状态，深圳、东莞两地再生铝合金锭企业货物运输影响较大，

导致部分企业成品库存累加；吉林省省内建材钢厂通钢、金钢、鑫达均处于正常生产状

态，且原料入库及成材出库也暂时正常；省内仓库按防控要求禁止车辆进入，所有商户

订单均无法正常出库。

2、虽然疫情对生产的影响有限，但是在运输这块，各地政策不同。持 48 小时核酸

检测报告已经成为各地的硬性指标，并且在找车方面也较困难，同时运输周期延长，进

出流程也更复杂。因此不排除因运输受阻、手续繁杂等原因，市场出现二次累库的情况。

图表 15:沥青开工率受疫情影响下滑显著 图表 16: M1-M2 剪刀差小幅收敛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点评：当前需求端的多空矛盾主要来自向好的预期数据与疫情压制的短期现实需求，这

也使得钢价的短期走势较为纠结；后市需要重点关注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间以及预期数据

在实际钢材需求上的兑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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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钢材方面，当前需求端的多空矛盾主要来自向好的预期数据与疫情压制的短期现实

需求，这也使得钢价的短期走势较为纠结；后市需重点关注疫情对终端需求与钢厂生产

的影响程度，以及预期数据在实际钢材需求上的兑现程度。上游原料方面，铁矿石供需

偏紧，其价格在低库存的支撑下反弹较大，钢厂利润被侵蚀；如后市钢材需求继续受疫

情影响较为疲弱，原料端将有一定回调压力。

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当前钢厂利润偏低，主要是受原料端铁矿石价格上涨的侵蚀；激进投资者可

择机在 05 合约上多螺纹钢-空铁矿石进行跨品种套利，博取钢厂利润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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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