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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利润承压，静待需求修复

投资策略建议：

炉料：截至上周五 4 月 15 日收盘，铁矿石 2209 合约收于 915.5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0.33%。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5

天，同上周持平；该数值处于近五年低位，仅高于 2020 年同期。

焦炭方面，截至 4月 15 日收盘，焦炭 2205 合约收于 4217 元/吨，

当周累计涨幅为 3.89%。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2.03 天，相较于前值有所下滑；后市继续关注炉料补库及供应情

况，炉料价格短线有筑顶趋势，在钢价现实偏弱且钢厂利润承压的

情况下有一定回调压力。

钢材：截至上周五 4 月 15 日收盘，热轧卷板 2210 合约收于 5198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0.06%；螺纹钢 2210 合约收于 5049 元/吨，

当周累计涨幅为 0.6%。钢材方面，需求端在疫情拐点将现未现的

情况下开始逐渐切换至现实逻辑，钢价短线筑顶偏震荡；后市重点

关注基建、疫情后置需求、以及旺季消费的兑现程度；由于终端累

积的需求仅是迟滞而非消失，且需求累积程度跟随疫情管控节奏，

若钢价出现深回调，则可逢低做多。

下周关注：

1. 疫情情况及终端复工进度

2. 炉料供应与运输状况

操作建议：

炉料端铁矿价格面临一定回调压力，破前高观望为主，未破前高则

偏空看待；钢价观望为主，若出现深回调则逢低建立多单，反之则

先以震荡思路看待。当前钢厂利润已在较长时间被持续压缩，激进

投资者可构建“多螺纹钢-空炉料”的策略做多后市钢厂利润。

2022.04.11 - 202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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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

座谈会。李克强说，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经济运行面临更大不确

定性和挑战。政策要靠前发力，适时加力，并研究新预案。

2.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

融机构）。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

准备金率高于 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

0.25 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 5300 亿元。

3. 3 月金融数据显著超市场预期。3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4.65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了 1.28 万亿元。3 月新增信贷 3.13 万亿元，同比增加了 4000 亿元。3 月 M2 同比自

9.2%回升至 9.7%。

4. 4 月 1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力以赴抓好疫情精准防控、保障物流畅通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各项工作。

5. 4 月 11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切实做好

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航道船闸。

不得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港口码头、铁路车站和航空机场，或擅自停止国际航行

船舶船员换班。

点评：宏观层面疫情冲击仍是现实矛盾，降准的利好程度略微不及预期；由于当前实现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面临较大压力，疫情迎来拐点后或有更多政策的前置和发力。此外，

国内的物流交通状况将随着疫情管控的边际放松有所改善，供应端的压力有望缓解。

∟.行业资讯

1. 2022 年 3 月，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 101.2 小时，环比提高 116.2%，同比下

降 16.9%。近四个月以来，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首次突破 100 小时。

2. 3 月纳入统计的 26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37085 台，同比下

降 53.1%。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26556 台，同比下降 63.6%；出口销量 10529 台，同比

增长 73.5%。

3. 3 月，汽车产销数据分别为 224.1 万辆和 223.4 万辆，同比下滑 9.1%和 11.7%；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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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23.4%和 28.4%。1-3 月，汽车产销累计 648.4 万辆和 650.9 万辆，同比增长 2.0%

和 0.2%。

4. 一季度，国内 14 个省份 22 家钢厂发布钢铁产能置换方案。其中，涉及新建炼钢产

能 3015 万吨，新建炼铁产能 2311.1 万吨；涉及淘汰炼钢产能 3425.79 万吨，淘汰炼铁

产能 3176.13 万吨。

点评：后市继续关注基建兑现节奏及其对钢材需求的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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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天，同上周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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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

天，同上周的前值 13.06 天相比继续下滑；后市继续关注炉料供应端的影响。

图表 1: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企稳 图表 2: 焦炭可用天数继续下滑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钢材总库存量 2334.47 万吨，周环比减少 6.95 万吨。其中，钢厂库存 685.14

万吨，周环比增加 33.77 万吨，连续两周增加；钢材社会库存 1649.33 万吨，周环比减

少 40.72 万吨。从库存结构上来看，钢厂的累库应当是主动备货所致，社库去化表明终

端需求向好。在具体品种上，热轧卷板受主要车企停工的影响较大，社库出现堆积；螺

纹钢则进入去库阶段，若后市基建与地产行业复工进度向好，螺纹钢或将呈现供应偏紧

的格局。

图表 3: 热轧卷板社会库存累库 图表 4: 螺纹钢社会库存去库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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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

本期Mysteel调研247家钢厂样本日均铁水产量233.30万吨，环比增加3.98万吨；共新

增9座高炉检修，15座高炉复产，高炉开工率80.11%，环比上周增加0.84%，低于去年同

期。具体来看，本周复产主要集中再华东和华北地区，主要是部分受运输影响而焖炉的

钢厂复产，本周检修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山西疫情导致当地钢厂原料运输受阻

而被动焖炉，同时从山西采购焦炭的钢厂由于燃料不足而焖炉。体现到铁水产量，本周

产量增量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北地区。

图表 5:日均铁水产量持续上升 图表 6: 盈利钢厂比例继续下滑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在钢厂盈利方面，Mysteel调研247家钢厂盈利率74.89%，环比下降1.30%，同比下降

15.15%；日均铁水产量233.30万吨，环比增加3.98万吨，同比下降1.06万吨。钢厂盈利

率已经持续五周下降，低于去年同期15.15%，需要关注疫情动态和钢厂利润对钢厂生产

的影响。

图表 7:独立电炉钢厂开工率小幅回升 图表 8: 唐山高炉开工率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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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4 月 11 日，共有 5家建筑央企公布其 1-2 月新签合同额情况。总体来看，

这 5 家建筑央企 1-2 月同比均为正增长，累计新签合同总额约 9042 亿元，较去年同期

（8034 亿元）增长 8.9%。从合同金额来看，中国建筑遥遥领先，1-2 月新签合同额为

4771 亿元，同比增长 1.5%。其中建筑业务方面，1-2 月房建新签合同额 3545 亿元，同

比增长 7%，基建新签合同额 896 亿元，同比增长 5.3%；地产业务方面，1-2 月地产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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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 313 亿元，同比下降 40.3%，合约销售面积 17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1.7%。基

建、房建订单增速有望逐步回升。

2、2022 年 3 月，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 101.2 小时，环比提高 116.2%，同

比下降 16.9%。近四个月以来，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首次突破 100 小时。

3、3 月纳入统计的 26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37085 台，同

比下降 53.1%。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26556 台，同比下降 63.6%；出口销量 10529 台，

同比增长 73.5%。

4、3 月汽车产销数据分别为 224.1 万辆和 223.4 万辆，同比下滑 9.1%和 11.7%；环

比增长 23.4%和 28.4%。1-3 月，汽车产销累计 648.4 万辆和 650.9 万辆，同比增长 2.0%

和 0.2%。

图表 9:沥青开工率本周有所回升 图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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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反映基建的高频数据有所起色，机械制造方面的需求受各大车企停工影响较

大，地产方面则依然处于弱势现实；后市继续关注疫情好转后终端需求的修复节奏。

∟.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炉料：截至 4月 15 日，铁矿石 2209 合约基差为 15 元/吨，继续较上周回落；焦炭

2205 合约基差为-321 元/吨，仍处于五年来的同期低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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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厂利润承压且无法向下游有效转移成本压力的情况下，

矿价依然有回调需求，预计铁矿基差在疫情管控放松后将面临下行压力。

图表 11: 铁矿石基差 15 元/吨 图表 12: 焦炭基差-321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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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截至 4月 15 日，螺纹钢 2210 合约基差为 40 元/吨，较上周有所抬升；热轧

卷板 2210 合约基差为 13 元/吨，同上周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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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螺纹钢基差 40 元/吨 图表 14: 热卷基差 13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铁矿品位价差

本周高低品价差收窄，截至周五青岛港 PB 粉与超特粉价差 257 元/吨，环比收窄 18

元/吨；巴西矿溢价减少，青岛港卡粉与 PB 粉价差 186 元/吨，环比收窄 1元/吨；粉块

价差扩大，青岛港 PB 块与 PB 粉价差 311 元/吨，环比扩大 14 元/吨。下周来看，供应

端，澳巴发运将继续有所回升，根据船期推算，中国到港量也将低位反弹。

图表 15: 59.5%金布巴-56.5%超特 图表 16: （卡粉-超特）/2-PB 粉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月差

钢材方面，除螺纹钢交割合约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折价外，热轧卷板与螺纹钢的远期

曲线和上周相比变化不大；终端需求在后市的修复或使得远期曲线进一步向反向市场结

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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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螺纹钢交割合约跌价较大 图表 18: 热卷远期曲线平缓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原料端，铁矿石的远期曲线整体较上周变化不大，近月端有所走平。焦炭方面，近

月合约依旧升水于远月，整体呈反向市场结构，反映了当前焦炭供应紧张的现实。

图表 19: 铁矿石依然处于反向市场 图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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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间的供需状态整体仍较为平衡，若疫情迎来拐

点，终端需求修复或使得地区间的供需缺口差异在后市有所放大。

图表 21: 螺纹钢价差：广州-上海 图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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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的侵蚀仍处于低位，较上周继续走弱，卷螺价

差较上周走弱。后市来看，若终端需求修复情况较好，钢厂利润的持续性走低或可通过

向下游转移成本的方式得以缓解；反之则有继续承压的可能性，上游炉料价格或向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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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部分让利。

图表 23: 螺纹钢虚拟钢厂利润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 24: 卷螺价差低位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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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进入兑现期，疫情仍是左右其兑现节奏的摇摆项，预计钢价短线偏

震荡且仍有一定回调压力，但由于（1）基建预期（2）消费旺季（3）后置需求或在疫

情出现拐点后集中释放，如钢价出现深回调则逢低做多。炉料方面，鉴于钢厂暂时无法

有效向下游转移成本压力，若钢厂利润继续承压，矿价回调压力增大。

操作建议：

炉料端铁矿价格面临一定回调压力，破前高观望为主，未破前高则震荡偏空看待；钢价

观望为主，若出现深回调则逢低建立多单，反之则先以震荡思路看待；当前钢厂利润已

在较长时间被持续压缩，激进投资者可构建“多螺纹钢-空炉料”的策略做多后市钢厂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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