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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料供应偏紧，钢价走势纠结

投资策略建议：

铁矿石：截至上周五 3 月 25 日收盘，铁矿石 2205 合约收于 856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2.7%。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7 天，

同上周持平；该库存数值已处于近五年同期低位，仅高于 2020 年

同期，后市重点关注铁矿石的供给增量能否满足钢厂需求。

焦炭：截至上周五 3 月 25 日收盘，焦炭 2205 合约收于 3733.5 元/

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1.15%。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

数为 13.3 天，同上周的前值 14.4 天相比继续下滑；后市仍需关注

炉料紧张的问题。

钢材：截至上周五 3 月 25 日收盘，热轧卷板 2205 合约收于 5282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2.98%；螺纹钢 2205 合约收于 5013 元/吨，

当周累计涨幅为 1.21%。钢材方面，当前的多空矛盾主要来自疫情

压制的短期现实需求与供给端的炉料紧张和入库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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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的影响持续程度，尤其需要注意钢厂闷炉以及炉料紧张入库困难

对钢材供应是否造成较大的冲击；如后市钢材需求继续受疫情影响

较为疲弱，黑色系整体尤其是原料端将有一定回调压力。

下周关注：

1. 国内疫情对钢材供需格局尤其是炉料入库的影响。

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继续关注疫情对钢材供需格局的冲击与影响程度。

2022.03.21 - 202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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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2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的政策安排，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强力支撑。将对所有行业的小微企业、按一

般计税方式纳税的个体工商户退税近 1万亿元；中央财政在按现行税制负担 50%退税资

金的基础上，再通过安排 1.2 万亿元转移支付资金设立 3个专项，支持基层落实退税减

税降费和保就业保基本民生等。

2. 会议还部署综合施策稳定市场预期，保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是要加大稳健

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同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社

会融资适度增长。二是保持政策稳定性，近年来稳定经济、激发活力的政策要尽可能延

续，防止出台不利于市场预期的政策。三是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稳妥处理好

资本市场运行中的问题，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四是密切跟踪国内外形势，

采取针对性措施提振市场信心。五是稳外贸稳外资，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和国际收

支基本平衡。

3. 3 月 2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目标到 2025 年，国内能源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46 亿吨标准煤以上，原油年产量回升并

稳定在 2亿吨水平，天然气年产量达到 2300 亿立方米以上。

4. 当地时间 3月 24 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贸易和发展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

前景恶化，将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 3.6%下调至 2.6%。

点评：宏观层面本周并无新事，稳增长稳预期的主旨不变，疫情管控的冲击依然是商品

市场的重点。

∟.行业资讯

1. 受疫情影响，截至 3月 24 日，19 座高炉已经焖炉停产，减缓了采暖季复产的进程，

期间预计影响日均铁水产量约 7万吨。

2. 据中钢协，目前我国 24 家钢铁企业完成了全工序超低排放改造，涉及产能 1.48 亿

吨，占总产能的 13.8%。超低排放改造是钢铁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到“十四五”

末，我国 80%的钢铁产能要全部达到超低排放。

3. 唐山行政区域内所有道路（不含高速公路），自 2022 年 3 月 20 日零时起实施每天

24 小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另行通知。开平区、丰南区、滦州市、迁西县全域实施严格

封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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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当前钢厂生产亦开始受到疫情管控的影响，后市重点关注北方尤其是唐山地区的

钢厂产能受影响程度。

∟.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铁矿石：截至 3月 25 日，铁矿石基差为 152 元/吨，同上周相近。考虑到受疫情影

响终端需求兑现节奏趋缓但同时炉料进库困难，预计后市铁矿石现货价格偏震荡。

焦炭：截至 3月 25 日，焦炭基差为-224 元/吨，同上周相对走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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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螺纹钢基差为 103 元/吨，较上周明显走强。在钢厂生产

端亦受到疫情影响，原料进库困难的情况下，如后期下游需求端的边际修复节奏较快，

则基差有继续走强的动力；反之则承受下行压力。

热轧卷板：截至 3月 25 日，热轧卷板基差为-5 元/吨，较上周走弱。在需求端受疫

情压制的情况下，预期短期内基差将在低位承压。

月差

热轧卷板与螺纹钢的远期曲线当前基本处于平水状态。同上周相比，钢材的远期曲

线均整体上移但斜率趋平，近月合约略微贴水于远月合约，反映了疫情下现实层面钢材

交投的寡淡。

图表 1: 螺纹钢远期曲线整体抬升，斜率平缓 图表 2: 热卷远期曲线整体上移，斜率变缓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原料端，铁矿石的远期曲线则保持斜率不变，整体较上周有所抬升，近月依然偏强

势。焦炭方面，其远期曲线较为纠结，近月合约价格较上周有所下滑且贴水于远月，或

显示当前现货市场成交活跃度有所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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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铁矿石远期曲线整体抬升 图表 4: 焦炭远期曲线近月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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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上海的价差小幅下滑，表明地域间的供需状态

整体仍较为平衡，但疫情下的交通管制或使得地区间的供需缺口差异在后市有所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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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料价格上涨的侵蚀仍处于低位，卷螺价差较上周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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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 27 天，同上周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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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天，同上周的前值 14.4 天相比继续下滑；后市仍需关注因疫情交通管制导致的炉

料紧张、入库困难的问题，钢厂在弱需求下的停产闷炉行为与原料端供应紧张二者间的

博弈依然是短期影响黑色系走势的重点。

图表 9: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较上周企稳 图表 10: 焦炭可用天数较上周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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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停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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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端，截至3月24日，Mysteel全国45港铁矿石日均疏港量约264.21万吨，比3月10

日下降4%，同期在港船舶数量约127条，增加20条船；这两期由于疫情加重，导致卸货效

率下降，压港库存也持续上升，而疏港量因月初唐山限运影响，绝对值大幅下降，之后

限运解除后理论上疏港量应该回升至之前水平，但疫情的爆发使疏港量进一步走低。

产能方面，据Mysteel调研，唐山自19日疫情管控升级，长流程钢企在生产方面面临

交通管制带来的原料进厂、成品外输影响较为严重，部分钢企高炉已开始陆续检修或减

产。截止到24日，唐山共计检修高炉9座，检修容积合计12322立方米，日均影响铁水产

量约3.61万吨，日均影响废钢用量减少约0.99万吨/天。自疫情爆发起，山东、河北等地

区累计共有19座高炉被迫发生检修，涉及日均铁水影响量约7万吨，其中多为运输导致辅

料紧缺而进行闷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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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产量/库存（长短流程） 图表 14: 唐山高炉开工率本周小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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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23 日，沈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做好全市第四轮、

第五轮、第六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通告（第 34 号）》，决定 3月 24 日至 30 日期间，在

全市范围开展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全员核酸检测，通告要求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机

关事业单位居家办公，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停止运营或居家办公，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

活动，并做好生活物资保障供应。据 Mysteel 了解，目前沈阳市第三轮全市全民核酸检

测仍处于收尾阶段，钢材市场大部分处于暂停办公、暂停汽运进出库状态，部分有火车

运输服务的钢材市场/仓储货运到达正常办理，建筑钢材日累库 1万吨左右，在第 34 号

通告影响下，预计至月底沈阳建筑钢材累库至 85 万吨以上，或打破调研样本企业数据

历史记录。若钢材继续累库，则黑色系整体价格承压。

2、在物流运输方面，各地防疫政策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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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的预期无法支撑当前的弱现实，若疫情管控持续、各地物流与市场继续停

摆，则钢材或将出现大范围二次累库，或使得黑色系商品整体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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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钢材方面，当前的多空矛盾主要来自疫情压制的短期现实需求与供给端的炉料紧张

和入库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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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生产的影响持续程度，尤其需要注意钢厂闷炉以及炉料紧张入库困难对钢材供应是否

造成较大的冲击；如后市钢材需求继续受疫情影响较为疲弱，黑色系整体尤其是原料端

将有一定回调压力。

操作建议：

观望为主，继续关注疫情对钢材供需格局的冲击与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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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