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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建议：

炉料：截至上周五 5 月 13 日晚间收盘，铁矿石 09 合约收于 825.5
黑色系列主连价格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0.24%。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5 天，
同上周相比上升 1 天；供需格局边际向松。焦炭方面，截至 5 月 13
日收盘，焦炭 09 合约收于 3336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3.4%。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1.95 天，相较于前值企稳；
后市继续关注成材端的去库情况，短期炉料供应边际向松，需求端
铁水产量预计筑顶，原料价格预计震荡偏弱调整。
钢材：截至上周五 5 月 13 日晚间收盘，热轧卷板 10 合约收于 4774
元/吨，螺纹钢 10 合约收于 4673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1.35%。
钢材方面，当前现实需求疲弱，钢材去库力度一般，此前的强预期
迟迟无法兑现。展望后市，由于去库压力以及下游消费的不确定性
较大，钢材跌价风险仍存；重点关注华东地区的复工复产情况以及
基建端对钢材消费的拉动情况。

螺纹钢合约远期曲线

下周关注：
1. 疫情修复情况与终端复工进度

操作建议：
钢材方面，观察螺纹钢 2210 合约能否在 4500 元/吨以上价位企稳；
当前钢材跌价风险仍存，操作上以观望为主。炉料端铁矿石价格预
计偏震荡，暂以观望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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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5 月 1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财政货币政策以就业
优先为导向，稳住经济大盘。要确保粮食产量和供应稳定，夯实稳物价基础。按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通过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方式，盘活基础设施等存量资产，以拓宽
社会投资渠道和扩大有效投资、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指导地方拿出有吸引力项目示范，
对参与投资的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在前期支持基础上，再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 500
亿元可再生能源补贴，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 100 亿元，支持煤电企业纾困和多发
电。要优化政策，安全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决不允许出现拉闸限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
对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部分，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加强重
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保供稳价。继续做好能源、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保障民生和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用电。进一步强化大宗商品市场监管，加强大宗商品价格监测预警。
3. 央行：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国有银行和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均已于 4 月下旬下调了其 1 年
期以上期限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4. 中国 4 月 CPI 同比上涨 2.1%，涨幅较上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创去年 12 月以来新
高；4 月 PPI 同比上涨 8.0%，涨幅较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连续六个月回落。近期新
冠疫情有所反弹，食品价格延续上涨趋势；同时，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收窄，对 CPI 的拖
累效应减弱。PPI 方面，在疫情持续发酵，国内需求总体偏弱的背景下，大宗商品涨势
有所缓和，PPI 同比、环比涨幅均有所回落。
5. 中国 2022 年 4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6454 亿元，同比少增 8231 亿元。4 月末，广义
货币(M2)余额 249.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狭义货币(M1)余额 63.6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5.1%。从信贷到社融，金融数据下滑的背后，主要是疫情等多种不利因素造成的融
资需求暂时受抑。但也有诸如广义货币（M2）等指标的表现超预期，展现了货币信贷政
策靠前发力的效果，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健。
点评：宏观层面上游 PPI 向下游 CPI 传导，疫情反复对融资需求打压较为严重，经济增
长堵点的疏通仍取决于全国疫情控制情况以及复工复产的进度。

∟.行业资讯
1. 发改委日前向各地下发 2022 年粗钢产量压减考核基数核对工作通知，要求各地核实
反馈考核基数。2022 年发改委等四部门将继续开展全国粗钢产量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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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汽协：中国 4 月产销量分别为 120.5 万辆和 118.1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46.2%和
47.1%。4 月产销数值为了近十年以来同期数值新低。4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 29.9 万辆，
同比上涨 44.6%。
3. 据诸葛找房数据，2022 年 4 月全国主要地级市土地成交 586 宗，成交规划建筑面积
为 4186.88 万平方米，同比下跌 49.82%，环比上涨 31.42%。4 月份土地流拍现象减少，
当月流拍率为 14.70%。
4.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行业统计数据，2022 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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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万台，同比下降 41.4%。
5. 2022 年 4 月全球成交新船订单量为 251 万 CGT，环比下降 36%。其中中国承接了 154
万 CGT（45 艘），市场占有率为 61.35%，位居全球首位。
6. 近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下，山西、陕西、内蒙古等重点省区发展改革委会
同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当地煤炭和电力企业、行业协会、煤炭交易中心召开专题会议，
提醒督促煤炭生产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引导煤炭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
点评：钢材消费端整体疲弱，预期兑现困难，后市关注华东地区全面复产复工后能否带
动去库提振钢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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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周相比上升 1 天，铁
矿石供需格局继续边际向松。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1.95 天，同上
周的前值 11.91 天相比基本趋同；炉料端的消费需求或随着后市铁水产量逐渐筑顶而有
所放缓，原料价格或面临下行压力。
图表 1: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企稳回升

图表 2: 焦炭可用天数企稳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钢材总库存量 2254.74 万吨，周环比下降 34.47 万吨。其中，钢厂库存量 7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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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周环比增加 1.93 万吨，创下年内新高；社会库存量 1554.15 万吨，周环比下降
36.40 万吨。
图表 3: 热轧卷板累库

图表 4: 螺纹钢重启去库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给
本周Mysteel调研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82.61%，环比上周增加0.70%，同比去年下降
4.75%；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88.28%，环比增加0.53%，同比下降2.75%；钢厂盈利率
58.44%，环比下降3.90%，同比下降31.60%；日均铁水产量238.18万吨，环比增加1.44
万吨，同比下降4.69万吨。
图表 5:日均铁水产量继续抬升

图表 6: 盈利钢厂比例仍在下滑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在钢厂利润方面，本周唐山地区主流样本钢厂平均铁水不含税成本为3665元/吨，平
均钢坯含税成本4721元/吨，周环比下调105元/吨，与5月11日当前普方坯出厂价格4640
元/吨相比，钢厂平均毛利润-81元/吨，周环比下调45元/吨。截止到5月12日，Mysteel
调研全国85家独立电弧炉钢厂产能利用率67.05%，周环比下降2.56%；平均利润为-35元
/吨，谷电利润为67元/吨。目前除华北、西北地区外，其余地区均出现亏损，其中华
南、华中地区亏损较为严重，电炉厂因利润亏损减产或加大减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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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唐山高炉开工率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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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协：中国 4 月产销量分别为 120.5 万辆和 118.1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46.2%和
47.1%。4 月产销数值为了近十年以来同期数值新低。4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 29.9 万辆，
同比上涨 44.6%。
2、据诸葛找房数据，2022 年 4 月全国主要地级市土地成交 586 宗，成交规划建筑面积
为 4186.88 万平方米，同比下跌 49.82%，环比上涨 31.42%。4 月份土地流拍现象减少，
当月流拍率为 14.70%。
3、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行业统计数据，2022 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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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万台，同比下降 41.4%。
4、2022 年 4 月全球成交新船订单量为 251 万 CGT，环比下降 36%。其中中国承接了 154
万 CGT（45 艘），市场占有率为 61.35%，位居全球首位。
图表 9:沥青开工率触底回升

图表 10: 100 大城市土地成交面积低位运行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点评：钢材消费端整体疲弱，预期兑现困难，后市关注华东地区全面复产复工后能否带
动去库提振钢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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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炉料：截至 5 月 13 日，铁矿石 09 合约基差为 59 元/吨，较上周有所走强；焦炭 09
合约基差收敛至 419.5 元/吨，现货提降向期价靠拢。当前原料端期货价格跌价风险依
然较大，产业客户在高基差时买入套保的性价比较高。
图表 11: 铁矿石基差 59 元/吨

图表 12: 焦炭基差 419.5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钢材：截至 5 月 13 日，螺纹钢 2210 合约基差为 285 元/吨，热轧卷板 2210 合约基
差为 164 元/吨，均较上周走强。从基差季节性以及钢材消费格局来看，未来两周预计
将成为钢材 10 合约的基差高位，随后基差将向下收敛，产业客户可考虑在高基差下买
入套期保值。
图表 13: 螺纹钢基差 285 元/吨

图表 14: 热卷基差 164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铁矿品位价差
本周高低品价差继续在相对低位运行。根据 Mysteel 的调研，近期唐山市场主要成
交活跃的品种是超特粉以及 PB 粉，其中 PB 粉多数是贸易商之间的交投操作，钢厂受限
于利润问题，采购多以超特为主，并且维持按需采购的原则，需求端还是有所压制，加
之目前港口库存较为充裕，预计短期内唐山地区进口矿市场价格维持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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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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期货价格近月强势，远月贴水；热卷的现实消费则相较于螺纹显
得较为疲弱。
图表 17: 螺纹钢近月合约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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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曲线结构上的变化并不大：近月价格依旧强势，反映了当前炉料现实
偏紧预期向松的格局。
图表 19: 铁矿石依然处于反向市场

图表 20: 焦炭远期曲线整体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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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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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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螺价差与上周基本趋同。后市来看，炉料供
给边际向松，铁矿石与焦炭价格跌价风险较大，钢厂利润仍有修复空间，逢低继续做多
螺矿比、螺焦比仍具有一定的安全边际。
图表 23: 螺纹钢虚拟钢厂利润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 24: 卷螺价差低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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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现实需求疲弱，钢材去库力度一般，此前的强预期迟迟无法兑现。
展望后市，由于去库压力以及下游消费的不确定性较大，钢材跌价风险仍存；重点关注
华东地区的复工复产情况以及基建端对钢材消费的拉动情况。铁矿石方面，短期炉料供
应边际向松，需求端铁水产量预计筑顶，原料价格预计震荡偏弱调整；后市继续关注成
材端的去库情况。
操作建议：
钢材方面，观察螺纹钢 2210 合约能否在 4500 元/吨以上价位企稳；当前钢材跌价风险
仍存，操作上以观望为主。炉料端铁矿石价格预计偏震荡，暂以观望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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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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