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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钢产量压减，成本坍塌风险加剧

投资策略建议：

炉料：截至上周五 4 月 22 日晚间收盘，铁矿石 09 合约收于 836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8%。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6 天，

同上周相比上升 1天；供需紧张的格局得到了边际好转。焦炭方面，

截至 4 月 22 日收盘，焦炭 09 合约收于 3722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

为-7%。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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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原料价

格的回调压力已然开始兑现，在现实需求偏弱的情况下黑色产业链

面临较大的成本坍塌风险。

钢材：截至上周五 4 月 22 日收盘，热轧卷板 10 合约收于 5000 元/

吨，螺纹钢 10 合约收于 4889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3%。钢材方

面，需求端切换至现实逻辑，钢价筑顶回调，调整幅度由成本坍塌

与需求塌方的风险程度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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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黑色系整体开启下行通道，暂先以

观望为主，若钢价出现急跌企稳后的深回调，再考虑逢低做多。

下周关注：

1. 疫情管控情况与终端复工进度

2. 炉料的成本坍塌风险

操作建议：

炉料端投资者可继续持有空单，激进投资者可逢高沽空；钢材方面，

期货价格的回调幅度由成本坍塌与需求塌方的风险程度决定，未持

有空单者先以观望为主，或通过“多螺纹钢-空炉料”的策略做多

钢厂利润。

2022.04.18 - 202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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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外汇局出台 23 条举措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其中提到，

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促进当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做好煤炭等

能源供应的金融服务，优化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鼓励金融机构丰富汽车

等大宗消费金融产品，满足合理消费资金需求等。

2.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并讲

话，要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通过 2000 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用于交通物流领域的

1000 亿元再贷款撬动 1万亿元资金。

3. 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今年要加强对市场主体支持，着力稳企业保就业。实施新的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大力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对留抵税额实行大规模退税。落实

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免征车辆购置税等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

4.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总指挥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要共同抓好重

点企业供需对接，全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同，优先保障重

点企业运输任务相关车辆的通行。

5. 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8%，市场预期为 4.2%，2021 年第四

季度为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下阶段，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的可能

性较大。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其中，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5%，制造业投资增长 15.6%，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 0.7%。

6. 财政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2037 亿元，同比增长 8.6%。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949 亿元，同比增长 7.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33088

亿元，同比增长 9.5%。

7. 博鳌亚洲论坛发布旗舰报告指出，2022 年亚洲经济仍将处于恢复进程当中，但增长

幅度或有所收敛，2022 年亚洲经济增速很可能低于当前 IMF 预测的 5.2%，预计在 4.8%。

8. 世界银行将 2022 年全球 GDP 增长预期从 4.1%下调至 3.2%。

9. IMF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通胀预期。预计 2022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6%，较

此前预测下调 0.8%，并全面调降了各大主要经济体今年的增速预期。展望未来，IMF 预

计大宗商品价格将在 2022 年持续上涨，然后在 2023 年有所缓解。

10. 美联储戴利表示，5月份加息 50 个基点的可能性“非常大”。美联储有望在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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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利率上调至中性水平。

点评：宏观层面强势美元叠加疫情冲击给国内经济构成了较大压力，疫情迎来拐点后或

有更多政策的前置和发力；后市关注政策在需求端的兑现程度。

∟.行业资讯

1.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能源保供增供举措，提出通过核增产能、扩产、新投产等，今年

新增煤炭产能 3亿吨；运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引导煤价运行在合理区间。还要进一步

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的措施，确保粮食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

2. 发改委等四部门研究部署 2022 年粗钢产量压减工作，将重点压减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粗钢产量，重点压减环保绩效水平差、

耗能高、工艺装备水平相对落后的粗钢产量，确保实现 2022 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3. 发改委表示，将全力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强化市场预期引导，及时发布市场

信息，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散布虚假信息等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遏制过度投机炒作。

点评：粗钢产量压减将重塑黑色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和传导，上游铁矿焦炭的需求将

被显著压制。黑色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将在后市纠偏，考虑到目前钢厂向终端转嫁成

本是有难度的，即使没有本次粗钢产量压减的政策打压，上游原料向中游钢厂的让利也

几乎是必然的，只是时间上和路径上的问题，而本次粗钢产量压减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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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周相比上升 1天，铁

矿石供需紧张的格局得到了边际好转。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1.62

天，同上周的前值 12.03 天相比继续下滑；后市继续关注炉料供应，以及粗钢产量压减

与现实需求偏弱下的原料跌价风险。

图表 1: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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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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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钢材总库存量 2302.89 万吨，周环比减少 31.58 万吨。其中，钢厂库存量 684.36

万吨，周环比减少 0.78 万吨；社会库存量 1618.53 万吨，周环比减少 30.8 万吨。

图表 3: 热轧卷板去库力度有限 图表 4: 螺纹钢继续去库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给

4月14日至4月20日，Mysteel调研的137家钢厂的螺纹产量为307万吨，较上周减少0.29

万吨。分区域来看，减量主要出现在华东地区，而华北、华南、华中地区产量均出现上

升，其中华北地区增量最多，达到3.83万吨。由于成本偏高，钢厂出现亏损而主动控产，

供给恢复速度较慢。而华东地区疫情管控虽见成效，但钢厂产量恢复正常还需时间，本

周螺纹钢产量出现小幅回落。

图表 5:日均铁水产量同上周小幅下滑 图表 6: 盈利钢厂比例同上周持平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在钢厂盈利方面，本周Mysteel统计40家独立电弧炉建筑钢材钢厂平均成本为5072元/

吨，周环比增加37元/吨。平均利润为29元/吨，谷电利润为129元/吨，周环比下降6元/

吨；预计后市钢厂的盈利水平将随着成本端原料价格的跌价回调而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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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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恒大地产珠三角公司 63 个在建项目已全面实现复工复产，复工率达

100%。广州、佛山、清远、肇庆、惠州、阳江、梅州、揭阳等多地项目陆续交付。

2、博鳌亚洲论坛发布旗舰报告指出，2022 年亚洲经济仍将处于恢复进程当中，但

增长幅度或有所收敛，2022 年亚洲经济增速很可能低于当前 IMF 预测的 5.2%，预计在

4.8%。

3、世界银行将 2022 年全球 GDP 增长预期从 4.1%下调至 3.2%。

4、IMF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通胀预期。预计 2022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6%，

较此前预测下调 0.8%，并全面调降了各大主要经济体今年的增速预期。展望未来，IMF

预计大宗商品价格将在 2022 年持续上涨，然后在 2023 年有所缓解。

5、美联储戴利表示，5 月份加息 50 个基点的可能性“非常大”。美联储有望在年

底前将利率上调至中性水平。

图表 9:沥青开工率再度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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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需求端现实与预期双弱，成材价格回调风险伴随成本坍塌加剧；后市继续关

注疫情管制放松后终端消费的修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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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炉料：截至 4月 22 日，铁矿石 09 合约基差为 33 元/吨，继续较上周提升，这主要

是受期货价格回调下跌的影响；焦炭 05 合约基差同样受期货价格下跌的影响由负转正，

数值为 221 元/吨。当前原料端期货价格跌价风险较大，基差或在期价流畅下跌的阶段

迅速走阔，产业客户买入套保的性价比较高。

图表 11: 铁矿石基差 33 元/吨 图表 12: 焦炭基差 221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钢材：截至 4月 22 日，螺纹钢 2210 合约基差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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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盘面跌价风险较大，但随着后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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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后

市基差将大概率走阔，届时买入套保将凸显性价比。

图表 13: 螺纹钢基差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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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地疫情以及周五晚间期货盘面黑色系价格大幅下挫的影

响，市场对短期预期看好的幻想破灭，参与者情绪较差。24 日部分铁矿石贸易商出货积

极性高，报价主动下调 20-30 元/吨。据了解，山东和河北地区有少数钢厂在 24 日有采

购进口矿计划，为五一假期备库，询盘多以 PB 粉和超特粉等主流中低铁品的品种为主，

另有大部分钢厂仍等待下周逢低点采购。预计后市铁矿价格将继续承压，高低品位价差

将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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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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与热卷期货价格当前跌价风险较大，远期曲线整体下移；后市来

看终端需求的修复或使得远期曲线进一步向反向市场结构演绎。

图表 17: 螺纹钢远期曲线下移 图表 18: 热卷远期曲线下移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原料端，铁矿石与焦炭的远期曲线在跌价风险下较上周整体下移，但在结构上变化

不大：近月价格依旧强势，反映了当前炉料供应紧张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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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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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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仍处于低位，卷螺价差较上周走弱。后市来看，成本坍塌的

风险将在粗钢产量压减以及现实需求偏弱这两大因素下反馈至铁矿石与焦炭的期货价

格上，钢厂利润将得到修复，做多螺矿比、螺焦比具有较好的收益空间和安全边际。

图表 23: 螺纹钢虚拟钢厂利润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 24: 卷螺价差继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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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端则有坍塌

风险，预计钢价短线回调压力将随成本坍塌风险加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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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钢价出现急跌企稳后的深回调则

考虑逢低做多。炉料方面成本坍塌的风险仍在发酵，钢厂利润有望因此修复。

操作建议：

炉料端投资者可继续持有空单，激进投资者可逢高沽空；钢材方面，期货价格的回调幅

度由成本坍塌与需求塌方的风险程度决定，未持有空单者先以观望为主，或通过“多螺

纹钢-空炉料”的策略做多钢厂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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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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