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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建议：

炉料：截至上周五 5 月 20 日晚间收盘，铁矿石 09 合约收于 843 元
黑色系列主连价格
/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2.37%。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6 天，同
上周相比上升 1 天；供需格局边际向松。焦炭方面，截至 5 月 20 日
收盘，焦炭 09 合约收于 3467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4.07%。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2.15 天，相较于前值稳中有升；
后市继续关注成材端的需求和去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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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晚间收盘，热轧卷板 10 合约收于 4755
元/吨，螺纹钢 10 合约收于 4616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0.7%。钢
材方面，当前现实需求疲弱，螺纹热卷重启去库，但后市需求兑现
与去库力度仍有待观察，由于国内疫情反复、终端消费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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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汽车等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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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观察螺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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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4 月份，主要受疫情冲击，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同
比增长 6.8%，增速环比收窄 2.5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维持较高增速、基建投资增速回
落、地产投资降幅扩大。具体看，1-4 月基建、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 6.5%、
12.2%、-2.7%。往后看，在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的后期发力下，固定资产投资整体有望呈
现向好态势。
2. 5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显示，1 年期 LPR 为 3.70%，较上期持平；5 年期以上 LPR 为 4.45%，较上
期下降 15 个基点。专家表示，5 年期以上 LPR 下行，有助于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减轻居民房贷利息压力，稳定投资、消费和宏观经济基本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3. 统计局：1-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8142 亿元，同比下降 0.2%。其中，除汽
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124807 亿元，增长 0.8%。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483 亿
元，同比下降 11.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26916 亿元，下降 8.4%。
4. 联合国将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 3.1%，低于 2022 年 1 月发布的 4%的增速预期。
预计 2022 年全球通胀率将增至 6.7%，是 2010 年-2020 年期间平均通胀率 2.9%的两倍，
粮食和能源价格将大幅上涨。
点评：宏观层面现实消费疲弱，经济增长恐进一步恶化，对工业品需求与价格形成压力。

∟.行业资讯
1.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将坚持综合施策、精准调控，全力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
价工作。做好矿产品保供稳价工作。加大铁矿石等国内勘探开发力度，加快矿产品基地
建设，增强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同时，强化进出口调节，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
水平项目盲目发展，促进重要矿产品安全供应、价格基本稳定。
2. 国家发改委：煤炭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能源，煤电占全社会发电量约 60%，稳
企业用能成本必须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切实抓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下一步，将
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保障煤炭供应合理充裕，保持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
3. 4 月全国粗钢产量 9278 万吨，同比下降 5.2%；1-4 月全国粗钢产量 33615 万吨，同
比下降 10.3%。从分省数据来看，2022 年前 4 月 13 个省市粗钢产量同比降幅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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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政策端对黑色系上游铁矿与焦炭价格形成压制，此外本年度前 4 个月粗钢产量同
比下滑 10%，下半年完成全年粗钢产量压减的压力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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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天，同上
周的前值 11.95 天相比小幅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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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炭可用天数企稳回升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钢材总库存量 2224.15 万吨，周环比下降 30.59 万吨。其中，钢厂库存量 699.16
万吨，周环比下降 1.43 万吨，结束连续四周攀升态势；社会库存量 1524.99 万吨，周
环比下降 29.16 万吨。除此之外，5 月 12 日至 5 月 18 日 mysteel 调研的 137 家钢厂的
螺纹产量为 295.13 万吨，较上周减少 15.01 万吨。分区域来看，东北、华南、华中地
区产量下降明显。
图表 3: 热轧卷板重启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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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环比上周增加0.40%，同比去年下降
4.22%；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88.66%，环比增加0.38%，同比下降2.68%；钢厂盈利率
56.71%，环比下降1.73%，同比下降33.33%；日均铁水产量239.53万吨，环比增加1.35
万吨，同比下降4.1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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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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3元/吨，平
均钢坯含税成本4664元/吨，周环比下调57元/吨，与5月18日当前普方坯出厂价格4520
元/吨相比，钢厂平均毛利润-144元/吨，周环比下调63元/吨。
图表 7:独立电炉钢厂开工率

图表 8: 唐山高炉开工率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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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本周末官宣开启主题消费活动，购买汽车时，按照不同车型不同价位，可以享受
到 3000-10000 元的一次性补贴。
2、统计局：1-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8142 亿元，同比下降 0.2%。其中，除汽
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124807 亿元，增长 0.8%。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483 亿
元，同比下降 11.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26916 亿元，下降 8.4%。
3、统计局：1-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4.0%。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 2.9%。从环比看，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下降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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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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汽车业的复苏能否带动钢材去库提振钢材需求。

∟.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炉料：截至 5 月 20 日，铁矿石 09 合约基差为 54 元/吨，同上周一致；焦炭 09 合约
基差收敛至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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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元/吨

图表 12: 焦炭基差 114.5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钢材：截至 5 月 20 日，螺纹钢 2210 合约基差为 209 元/吨，热轧卷板 2210 合约基
差为 153 元/吨，均较上周收敛走弱。从基差季节性以及钢材消费格局来看，未来一周
预计将成为钢材 10 合约的基差高位，随后基差将继续向下收敛，产业客户可考虑在高
基差下买入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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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热卷基差 153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铁矿品位价差
本周中低品价差继续收窄，截至周五青岛港 PB 粉与超特粉价差 204 元/吨，环比收
窄 4 元/吨；现货市场中 PB 粉活跃度依然较高，青岛港卡粉与 PB 粉价差 199 元/吨，环
比扩大 16 元/吨；粉块价差长袖收窄，青岛港 PB 块与 PB 粉价差 335 元/吨，环比收窄
28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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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钢远期曲线下移

图表 18: 热卷远期曲线与上周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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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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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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炭远期曲线与上周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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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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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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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钢材方面，当前现实需求疲弱，螺纹热卷重启去库，但后市需求兑现与去库力度仍
有待观察，由于国内疫情反复、终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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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等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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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观察螺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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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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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