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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需求支撑钢价，钢厂利润有待修复

投资策略建议：

炉料：截至上周五 4 月 1 日收盘，铁矿石 2209 合约收于 926 元/

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9.26%。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6 天，

同上周相比下降 1 天；该库存数值处于近五年同期低位，仅高于

2020 年同期。焦炭方面，截至 4 月 1 日收盘，焦炭 2205 合约收于

4997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9.01%。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

炭可用天数为 13.36 天，相较于前值有所企稳；后市重点关注管控

放松后炉料补库是否顺畅，短期炉料涨幅过大，或有回调需求。

钢材：截至上周五 4 月 1 日收盘，热轧卷板 2210 合约收于 5319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2.74%；螺纹钢 2210 合约收于 5160 元/吨，

当周累计涨幅为 3.74%。钢材方面，需求端有后置需求预期叠加即

将到来的传统消费旺季作支撑，供给端炉料紧张和入库困难的问题

预计会在疫情管控放松后有所缓解；后市一方面关注基建、疫情后

置需求、以及旺季消费的兑现程度，另一方面关注钢厂炉料入库以

及高炉复产对供给端的影响。

下周关注：

1. 疫情管控程度及其对炉料运输入库的影响。

2. 需求端关注下游的复工复产情况。

操作建议：

钢价易涨难跌，铁矿价格或有短线回调需求。当前钢材基差较低，

卖出套期保值具有较好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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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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抓紧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举措，坚定信心，咬定全年发展目标不放松，把稳增长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稳定经济的政策早出快出，不出不利

于稳定市场预期的措施，制定应对可能遇到更大不确定性的预案。会议部署用好政府债

券扩大有效投资，促进补短板增后劲和经济稳定增长。

2. 国家发改委 3月 31 日组织召开“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实施部际联席会议第

一次会议。要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基础上，扎实做好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加大资金、用

地等要素保障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3. 央行一季度政策例会指出，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增

强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主动应对，

提振信心，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4. 中国制造业再次收缩。3月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5%，比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财

新中国制造业 PMI 较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至 48.1，录得 2020 年 3 月以来最低值。受

本轮疫情影响，局部地区部分企业临时减产停产，且波及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正常生产经

营；同时，一些企业出口订单减少或被取消，制造业生产活动和市场需求有所减弱。

5. 今年一季度各地共发行地方债 18246 亿元，是去年同期发行量的两倍多。其中，新

增专项债发行 12981 亿元，约占今年“提前批”额度的 89%，约占全年额度的 36%。其

中，广东、山东、浙江发行量居前。从投向上看，今年已发的新增专项债有近七成投向

基建领域，园区基建和交通基建是主要发力方向。

6. 3 月份，我国重卡市场大约销售 7.7 万辆，环比今年 2月上涨 30%，比上年同期的 23

万辆下降 67%，净减少 15.3 万辆。是自 2017 年以来的 3 月份重卡市场销量最低点。

7. 2022 年 4 月家用空调行业排产约为 1682 万台，较去年同期生产实绩增长 5.4%。其中，

内销较去年同期实绩增长 14.9%；出口较去年同期实绩增长 5.3%。

点评：宏观层面稳增长的基调被再度强化，在实体经济遭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政策端

的发力迫在眉睫或有所加速，后市钢材需求或能得到基建端的有效支撑。

∟.行业资讯

1. 受国家能源局印发《2022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意见提到，全国能源生产总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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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44.1 亿吨标准煤左右，原油产量 2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 2140 亿立方米左右。统筹

资源接续和矿区可持续发展，有序核准一批优质先进产能煤矿。加快推进在建煤矿建设

投产，推动符合条件的应急保供产能转化为常态化产能。

2.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展望 2022 年市场，从需求看，预计 2022 年煤炭需求将保持适度

增长，增速回落；从供给看，2022 年我国煤炭产量还将保持适度增加，增量进一步向

晋陕蒙新地区集中。

点评：今年国内的煤炭供给有较好的增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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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天，同上周相比下降 1天，该

数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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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 天，同上周的前值 13.3 天相比基本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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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端的价格高企与清明节后下游的需求修复或使得

钢价易涨难跌。

图表 1: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较上周下滑 图表 2: 焦炭可用天数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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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库存依然较上周走平。

图表 3: 热轧卷板社会库存走平 图表 4: 螺纹钢社会库存走平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给

据Mysteel调研，截至3月30日，唐山已有五区域交通可有序流动，包括迁安市、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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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海港经济开发区、芦台经济开发区、汉沽管理区。除乐亭县和海港经济开发区汽车

运输限制有较大缓解外，其余地区运输仍在管控中，且各区县在跨区域运输上仍有较大

阻力。样本中有6家钢厂厂内进口铁矿石库存在2-4天，其他家钢厂库存均5天以上，前期

因疫情焖炉的高炉暂未复产，也没有复产计划。

图表 5:产量/库存（长短流程） 图表 6: 唐山高炉开工率本周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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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日前发布通知提出，非本市户籍家庭、个体工商户及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企业，视同本市户籍家庭执行相关购房政策；本通知发布后市区新出让地块新建商品

住房、已出让地块中尚未网签的 144 平方米及以上新建商品住房不限售，土地出让公告

里有特别约定的除外。分析指出，衢州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限购和限售均取消的城市。

2、克而瑞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3月，TOP100 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 5115.4 亿元，

同比降低 52.7%。这是房企单月销售连续 8个月出现下降。2022 年 3 月单月销售过百亿

房企为 15 家，较去年同期减少 25 家。

3、据恒大珠三角公司消息，恒大地产全国项目正有序复工复产，截至 3月 27 日，

恒大集团已复工项目 734 个，复工率达 95%。其中有 424 个项目已恢复至正常施工水平，

占比 55%。全国复工总人数达到 15.4 万人。

图表 7:沥青开工率在疫情压制下低位徘徊 图表 8: 100 大城市土地成交面积仍处低位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点评：地产方面现实偏弱，预期向好。因疫情后置的需求、基建与出口的增量消费、以

及传统旺季的来临预计都将在四月逐步兑现，对钢材需求形成支撑。接下来一周重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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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终端复工以及疫情管控的边际放松情况。

∟.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炉料：截至 4月 1日，铁矿石 2209 合约基差为 106 元/吨，高于 81 元/吨的近五年

同期平均基差；焦炭 2205 合约基差为-255.5 元/吨，远低于 11 元/吨的近五年同期均值。

铁矿石现货价格的强势体现了当前的供应紧张，由于炉料的交通运输问题终将随着疫情

管控放松得以缓解，在铁矿四月到港增加的预期与港口堆库的现实下，矿价面临较大的

回调压力，铁矿基差在疫情管控放松后将面临下行压力。

图表 9: 铁矿石基差 106 元/吨，五年均值 81 元/吨 图表 10: 焦炭基差-255 元/吨，五年均值 11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钢材：截至 4 月 1 日，螺纹钢 2210 合约基差为-89 元/吨，远低于近五年同期的平

均值 64 元/吨；热轧卷板 2210 合约基差为-15 元/吨，远低于近五年同期的平均值 44

元/吨。钢材基差的弱势来自于疫情冲击下需求端在现实层面的寡淡。随着后市管控的

逐渐放松，因疫情后置的需求预计将集中释放，叠加钢材需求旺季的来临，后市基差将

在管控放松后具备走强的动力，卖出套期保值具有较好的性价比。

图表 11: 螺纹钢基差-89 元/吨，五年均值 64 元/吨 图表 12: 热卷基差-15 元/吨，五年均值 44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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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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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螺纹钢远期曲线整体抬升， 图表 14: 热卷远期曲线整体上移，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原料端，铁矿石的远期曲线整体较上周有所抬升，近月交割合约偏弱势。焦炭方面，

近月合约明显上翘，整体呈反向市场结构，反映了当前焦炭入库不畅与货源紧张的现实。

图表 15: 铁矿石远期曲线整体抬升 图表 16: 焦炭远期曲线近月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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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螺纹钢价差：广州-上海 图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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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螺价差较上周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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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螺纹钢虚拟钢厂利润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 20: 卷螺价差较上周回落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钢材方面，预计因疫情后置的需求将在管控放松后集中释放，叠加基建发力与下游

传统旺季对钢材消费的刺激，后市钢价或易涨难跌。炉料方面，交通与入库上的困境预

计伴随着管控的放松将有所缓解。当前炉料价格相对成材涨幅过大，后市或有回调需求。

操作建议：

钢价易涨难跌，铁矿价格或有短线回调需求。当前钢材基差较低，卖出套期保值具有较

好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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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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