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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尚待丰羽翼，成本渐无登云梯

——2022 年 5 月黑色金属市场展望

2022 年 4 月 28 日

要点提示：

1. 现实需求疲弱叠加粗钢平控引发成本坍塌，钢价受累回调

2. 发运与到港量双增，铁矿石供给端边际向松

3. 粗钢产量压减修复钢厂利润，原料强成材弱的格局将被扭转

4. 终端需求疲弱，钢材去库乏力，炉料消费短期筑顶

5. 后市钢材需求端的相对确定性源自宏观层面回补经济增长的必

然性与紧迫性，施展空间和节奏则受疫情等风险事件左右

6. 五月需求或脉冲放量呈现，钢价将有上行驱动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市场展望：钢材方面，需求定调方向，疫情左右节奏。在疫情

好转的前提下，旺季消费压缩释放，叠加经济回补式增长在宏观层

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需求端或在五月脉冲放量，驱动钢价上行；

风险则来自疫情反复带来的经济活动滞缓。铁矿石方面，需求端钢

材去库乏力制约炉料消费，粗钢平控构筑铁水产量顶部结构，供给

端发运与到港量稳中有升，在供强需弱的格局下铁矿石价格或以震

荡调整为主，上行驱动取决于终端消费的兑现力度。综上所述，当

前钢材价格具备一定安全边际，此前原料强成材弱的格局或在后市

得以扭转，钢厂议价权将随利润同步修复；而实体经济承压以及市

场整体风险偏好下滑依然是黑色系商品的主要下行风险。

投资策略：钢材方面，螺纹钢2210合约在4700-4900的成本区间

具备逢低做多的安全边际，但要谨防需求端的现实塌方风险。炉料

端铁矿石价格预计偏震荡，暂以观望对待。套利方面，钢厂利润有

望继续修复，激进投资者可做多螺矿比、螺焦比。五月钢材基差大

概率走阔，针对产业客户，五月上旬适合卖出套保，中下旬适合买

入套保。

2022 年 5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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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成本坍塌，钢价承压

截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螺纹钢 2210 合约收于 4842 元/吨，当月累计涨幅-4%；

热卷 2210 合约收于 4942 元/吨，当月累计涨幅-5%。原料端行情波动幅度较大：

铁矿石 2209 合约在 910 元/吨的价位盘整三周后大幅下挫，4 月 25 日单日跌幅超

10%； 截至 4 月 27 日，铁矿石 2209 合约收于 841 元/吨，当月累计涨幅-6%。碳

元素方面，焦炭 2209 合约于 4 月 19 日最高上涨至 4164 元/吨，随后转跌下行，

截至 4 月 27 日收于 3582 元/吨，月累计涨幅近-4%。

4 月份钢价逻辑从上旬的需求预期与炉料成本双支撑过渡至下旬的现实消费

疲弱，并由政策冲击引发成本端原料价格的负反馈：4 月 19 日，国家发改委公布

粗钢产量压减的政策指引，要求实现 2022 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炉料价格应

声启跌，铁矿石一度冲击跌停；钢价受成本坍塌的拖累亦有一定回调，承压已久

的钢厂利润则在上游原料价格的回落中获得了部分修复。

图表 1: 钢价受成本坍塌拖累回调 图表 2: 4 月末炉料价格坍塌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二、粗钢产量压减，炉料重心下移

2.1 发运与到港双增，铁矿石供给修复

受产能瓶颈和季节性天气影响，一季度海外主要出口国的铁矿石发运量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铁矿石发运量 3.59 亿吨，同比减少 2085 万吨，其中澳

洲铁矿石一季度发运量 2.19 亿吨，同比减少 199 万吨，巴西一季度发运量 6900

万吨，同比减少 960 万吨。

进入 4 月后，海外的铁矿石发运量已逐渐稳步回升至正常区间。4 月 11 日-4

月17日，澳洲巴西铁矿发运总量2355万吨，环比增加71.5万吨；澳洲发运量1784.2

万吨，环比增加 52.9 万吨；其中澳洲发往中国的量为 1522 万吨，环比增加 200.4

万吨；巴西发运量 570.8 万吨，环比增加 18.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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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铁矿石澳洲至中国发运量 图表 4: 铁矿石巴西发运量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随着天气转好以及利润支撑，预计二季度海外主流矿商的铁矿石发运量会继

续增量上行。在到港量方面，4 月 18 日-24 日，中国 47 港铁矿石到港总量 2309.2

万吨，环比增加 19.3 万吨；中国 45 港铁矿石到港总量 2273.3 万吨，环比增加 29.8

万吨；北方六港铁矿石到港总量为 1085.3 万吨，环比减少 98.0 万吨。

图表 5: 铁矿石日均疏港量 图表 6: 45 港铁矿石到港量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受益于发运与到港量双增，铁矿石此前供应紧张的格局得以修复。截至 4 月

26 日，Mysteel 统计 47 港铁矿石库存总量 15356.95 万吨；45 港铁矿石库存总量

14771.95 万吨。当周 47 港进口铁矿石库存进入止降回升转折期，库存总量环比上

增加 32 万吨。此外根据 Mysteel 卫星数据显示，当周澳大利亚、巴西七个主要港

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148 万吨，周环比增加 14 万吨，处于今年的中等偏高水平。

图表 7: 铁矿石库存 图表 8: 247 家钢厂焦炭库存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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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的库存可用天数来看，截至 4月 25 日当周，钢厂的铁矿石库存可

用天数为 26 天，实现了低位的企稳回升。焦炭方面，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焦炭

可用天数为 11.62 天，同前值相比继续下滑，但随着运输端的改善焦炭库存继续

下行的空间将较为有限。总体来看炉料供应紧张的格局将继续在后市修复，供应

缺口的收敛将对原料价格的上行空间形成制约。

图表 9: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出现回升 图表 10: 钢厂（247 家）焦炭可用天数继续下滑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2 粗钢产量压减，钢厂利润修复

在前期原料供应紧张入库不畅的情况下，铁矿石与焦炭价格水涨船高，严重

挤压了钢厂利润。截至 4 月 27 日当周，唐山地区主流样本钢厂平均铁水不含税成

本为 3761 元/吨，平均钢坯含税成本 4829 元/吨，周环比上调 15 元/吨，与 4 月

27 日当前普方坯出厂价格 4740 元/吨相比，钢厂平均毛利润-89 元/吨，周环比下

调 105 元/吨。

图表 11:3 月以来高炉与电炉成本节节攀升 图表 12: 钢厂高炉利润普遍在 200 元/吨以下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在钢厂利润受上游原料价格挤压的同时，现实需求的疲弱使得钢厂难以向消

费端转嫁成本压力。由于原料强成材弱的利润格局无法在终端的弱需求下长时间

维系，黑色系内部利润的再分配近乎是必然的，而本次发改委发布的粗钢产量压

减政策则对该进程实现了临门一脚、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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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日均铁水产量短期冲高筑顶 图表 14: 盈利钢厂比例处于历年低位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022 年 4 月 19 日，国家发改委公布有关粗钢产量压减的政策信息，要求实现

2022 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该政策推翻了此前市场里部分观点认为今年的限

产政策会因稳增长与逆周期调节而有所放松的预期，同时构筑了铁水产量的顶部

结构，助推重塑黑色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上游原料价格向成材让利。在该信

息公布当日，黑色系行情即出现显著分化：原料端铁矿和焦炭期货价格跳水，其

中铁矿石 2209 合约更是在次日一度跌停，而钢价亦在成本坍塌的拖累下呈现一定

回调，但总体承接较好。

图表 15: 2021 与 2022 粗钢产量压减政策对比

年份 粗钢产量压减政策

2021

2021 年粗钢产量压减工作将在巩固提升钢铁去产能成果基础上，统筹考虑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碳达峰碳中和长远目标节点要求以及钢

铁行业平稳运行等因素，在保持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连续性和稳定

性的同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区分情况，分类指导，重点压减环保绩

效水平差、耗能高、工艺装备水平相对落后企业的粗钢产量，避免“一刀切”，

确保实现 2021 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2022

在粗钢产量压减过程中，将牢牢把握 2022 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

基调，统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碳达峰碳中和长远目标节

点要求以及钢铁行业“十四五”发展目标、平稳运行等因素，在保持钢铁行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企业积极性，严格执行环保、能耗、安全、用地等相关

法律法规。坚持突出重点，区分情况，有保有压，避免“一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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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整理；

展望后市，粗钢产量压减将继续对原料价格的上行重心形成制约，考虑到一

季度粗钢产量已较去年同比下滑了 3000 万吨左右，钢厂的产量平控压力在下半年

并不算大；但由于今年前低后高的需求结构与去年相反，粗钢产量平控政策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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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需求集中兑现的情况下对钢厂产能构成一定压力。

2.3 钢材去库放缓，需求不力施压钢价

疫情管控下的物流运输问题除了扰动钢厂的原料入库，也影响着钢厂对下游

的发货。分品种来看，截至 4 月 25 日当周，螺纹钢社会库存为 925 万吨，前值为

942 万吨，与往年同期相比去库速率明显趋缓；热轧卷板方面，社会库存为 243 万

吨，与 3月末的数据基本持平，库存压力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

图表 16: 热轧卷板二次累库 图表 17: 螺纹钢去库力度不及往年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尽管部分品种的二次累库以及去库进度偏慢是前期预售钢材因疫情发货不畅

导致的积压，但以热轧卷板为例，社库数据并未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疫情的边际好

转如期下行，积压钢材的出库情况并不理想，部分品种前期的囤货储备正转换为

贸易商实质的出货压力；但好在从绝对值来看，热卷的社库数据处于五年来最低

位，螺纹钢的社会库存亦处于过往五年里中性偏低的水平，进入五月后钢材消费

的启动或将有效带动去库进度。

图表 18: 社库去化速度放缓 图表 19: 钢材库存与表观消费较为中性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除发货不畅外，疫情冲击下更为严峻的问题是钢材现实消费层面的疲弱。据

中钢协测算，一季度，主要用钢行业实际钢材消费同比下降 5%，其中建筑业下降

7%，制造业下降 2%。同期，钢材的表观消费量约 2.35 亿吨，同比下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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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废钢库存有所回升 图表 21: 铁水与废钢价差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展望后市，由于当前部分品种品种的去库不力，而供应端无论是高炉还是电

炉的开工率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钢厂当前的供应压力并不大。进入五月，终

端复工带动后置需求压缩释放，在社会库存的绝对值并不算高的情况下，若去库

力度超预期，钢材有可能再度面临供应偏紧的格局，因而后市行情的矛盾重点依

然在需求端。

图表 22:电炉开工率仍有回升空间 图表 23: 唐山高炉开工率处于同期偏低水平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三、疫情拖累终端消费，需求兑现迫在眉睫

3.1 疫情拖累终端消费，政策难改弱势现实

3 月部分金融数据显著超出市场预期：除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较 2 月环比

小幅下滑外，3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4.65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8 万亿

元；新增信贷 3.13 万亿元，同比增加 4000 亿元；M2 自 9.2%同比回升至 9.7%。

然而 4 月伊始华东地区疫情恶化，全国疫情防控加码趋紧，经济活动受到了极大

限制。钢材消费在物流不畅、开工推迟等因素下屡遭打压，需求端的预期在迟滞

兑现的同时市场风险偏好亦快速恶化，钢价重心在二者共振下承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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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3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环比小幅下滑 图表 25: 3 月份社融增长超预期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为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端频频释放利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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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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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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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央行、外汇局亦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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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6: 3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继续下滑 图表 27: 3 月百强房企销售情况依旧惨淡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尽管利好频出，政策与财政信贷端的前置发力在疫情升级以及俄乌冲突、美

联储加息等风险事件的约束下显得有心无力，现实需求依然弱势。以地产为例，

虽然部分头部房企近期股价表现亮眼，但实际房屋销售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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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找房监测数据，3 月重点监测的 40 城新房销售面积为 1447.65 万平方米，环

比上涨 16.59%，同比下跌 50.21%；同时从一季度新房成交情况来看，一季度 40

城新房销售面积为 4312.68 万平方米，环比下跌 25.84%，同比下跌 39.32%；房地

产市场整体表现缺乏看点，其对钢材的消费需求尚未启动。

图表 28: 沥青开工率受疫情低位震荡 图表 29: 3 月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处于同期低位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基建是本年度钢材需求的最大看点。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习近平强调，基础

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

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

下坚实基础。此外，会议强调，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

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同时把握好超前建设的度。

图表 30: 挖掘机销量较低 图表 31: 汽车销量同比走平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从现实层面的开工信号来看，基建尚未对钢材消费形成有效刺激。一方面，

沥青开工率尚在低位徘徊；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 26 家挖掘机

制造企业统计，3月销售各类挖掘机 37085 台，同比下降 53.1%；其中国内 26556

台，同比下降 63.6%；出口 10529 台，同比增长 73.5%。受去年的高基数叠加疫情

导致的延期交货等因素，3月国内挖掘机销量下滑明显。挖掘机开工数据也对此有

所体现：3 月中国地区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 101.2 小时，同比下降 16.9%。然

而考虑到基建开工向挖掘机销量传导的时间大约是 1-3 个月，因而基建在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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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与开工上的信号确认或在 5、6月份显现，建立在基建政策落地周期以及工期

节奏基础上的全年前低后高的钢材需求逻辑并没有改变。

图表 32: 新承接船舶订单同比下滑 图表 33: 家电销量平平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除挖掘机外，机械制造的其它方面当前亦缺乏看点：汽车制造业，华东地区

大量车企与整车厂受疫情影响停工；造船方面，1-3 月全国造船完工 961 万载重吨，

同比下降 1.9%，承接新船订单 993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42.3%。家电方面，3月份

我国家电零售市场表现仍较为疲软，主要品类中除洗碗机、集成灶仍保持同比正

增长，其他品类零售额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综上所述，除基建需求具有较

好的确定性外，来自地产和制造业的钢材消费需求仍处于悬而未决的弱势阶段。

3.2 经济增长承压，需求兑现必要且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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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34:《世界经济展望》全球 GDP 最新增速预测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整理；

经济增长的乏力以及疫情冲击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为后市钢材需求增量

创造了宏观层面的合理性与相对确定性。尽管现实消费疲弱，但作为全年钢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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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系基本面的主要矛盾，需求不仅为后市行情方向定调，亦极大左右着国内的

年度经济增速。从时间的紧迫性与实现经济既定增长目标的必要性来看，即便微

观层面企业缺乏内生增长动力与意愿，需求与消费在宏观方向上的尽早尽力兑现

仍是避免经济滑坡的充分必要条件，在疫情好转的前提下亦具备较好的施展可行

性；因而行业层面的内生驱动在后市或服从于宏观方向上的必要结果，微观层面

的需求或在这一进程指引下完成自我创造与实现，而路径与节奏仍然取决于国内

的疫情防控情况与美联储加息等风险冲击。

3.3 五月检验钢材消费，需求或呈脉冲兑现

综上所述，以疫情好转、防控放松为前提，五月将成为检验钢材消费兑现的

重要窗口。当前现实层面的疲弱与短期预期证伪并不改五月及下半年的需求转好

逻辑，甚至强化了该逻辑在宏观层面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与行业内生景气度定调

需求趋势相比，宏观面的必然需求显得更为有力且紧迫，亦具有更大的波动，风

险点则在于疫情等因素的扰动将制约其施展空间和节奏。以此推演，旺季消费压

缩释放，叠加经济回补式增长对钢材的消费拉动，需求或在五月脉冲放量，驱动

钢价上行。

四、强势原料难以维系，钢厂利润继续修复

4.1 基差：螺纹继续走强，炉料有下行压力

炉料：截至 4 月 27 日，铁矿石 2209 合约基差为 57 元/吨，与 2021 年同期持

平，高于其它年份同期水平；焦炭 2209 合约基差为 490 元/吨，高于近五年同期。

展望后市，由于原料基差走强主要受期货端跌价幅度较大的影响，且供给端边际

向松，后市原料基差或面临下行压力。

图表 35: 铁矿石基差为 57 元/吨 图表 36: 焦炭基差为 490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钢材：截至 4 月 27 日，螺纹钢 2210 合约基差为 163 元/吨，本月基差逐级走

强；热轧卷板 2210 合约基差为 43 元/吨，相对偏弱。随着后市疫情好转，压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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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集中释放，五月钢材基差仍具备走强动力。在此基础上，针对产业客户，五月

上旬卖出套保，中下旬基差高位买入套保具有较好的性价比。

图表 37: 螺纹钢基差为 163 元/吨 图表 38: 热卷基差为 43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4.2 铁矿石高低品位价差收窄

4 月最后一周，铁矿石高低品价差收窄。受各地疫情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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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后市

铁矿价格将继续震荡承压，高低品位价差或继续收窄。

图表 39: 59.5%金布巴-56.5%超特 图表 40: （卡粉+超特）/2-PB 粉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4.3 月差：螺纹钢近月强势

钢材方面，螺纹钢与热卷远期曲线整体下移，螺纹钢近月价格强势；后市来

看终端需求的修复或使得钢材的远期曲线进一步向反向市场结构演绎，螺纹钢价

格将相较于热卷价格更为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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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1: 螺纹钢近月合约陡峭 图表 42: 热卷远期曲线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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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下移，但在结构上变化不大：近月价

格依旧强势，反映了炉料供应仍然偏紧的现实，远月合约贴水体现了预期的边际

向松。

图表 43: 铁矿石远期曲线整体下移，近月走俏 图表 44: 焦炭远期曲线近月陡峭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4.4 比价：炉料成本侵蚀钢厂利润

截至 4 月 27 日，螺纹钢南北价差依然保持中性水平，地域间的供需状态整体

仍较为平衡，但跨区的供需缺口在五月需求集中释放后或有所放大。

图表 45: 螺纹钢南北价差较为中性 图表 46: 螺纹钢南北价差较为中性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冷热价差方面，4月以来自低位上行，3月的低位主要是热轧卷板在俄乌冲突

造成造成的海外钢材缺口下出口需求较为紧俏，后市来看海外缺口收敛国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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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冷热价差或有进一步走阔的空间。

利润方面，螺纹钢虚拟利润蚀仍处于低位。后市来看，粗钢产量压减以及现

实需求偏弱将继续制约铁矿石与焦炭价格，钢厂利润将得到修复。

图表 47: 钢厂虚拟利润低位承压 图表 48: 冷热价差有所走强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从具体比价来看，螺焦比于 4 月 15 日达到五年来新低的 1.2 后，本周该数值

已经向上修复至 1.3。由于铁水对碳元素的消费预期被粗钢产量压减所扭转，且焦

炭在国内的供给弹性相对较大，预计在疫情管控放松、物流环境改善后双焦的供

给格局将边际向松，螺焦比有望回归到 1.6 以上的中枢；螺矿比亦在铁矿石供应

好转的预期下具备上行修复空间。卷螺价差方面，四月明显走弱，预计基建端的

发力或使得螺纹钢价格继续相对热卷走强，卷螺价差尚未到达底部区域。

图表 49: 螺矿比、螺焦比企稳回升 图表 50: 卷螺差走低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五、钢材后市关注需求兑现与疫情风险

行情展望：钢材方面，需求定调方向，疫情左右节奏。在疫情好转的前提下，

旺季消费压缩释放，叠加经济回补式增长在宏观层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需求端

或在五月脉冲放量，驱动钢价上行；风险则来自疫情反复带来的经济活动滞缓。

铁矿石方面，需求端钢材去库乏力制约炉料消费，粗钢平控构筑铁水产量顶部结

构，供给端发运与到港量稳中有升，在供强需弱的格局下铁矿石价格或以震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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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为主，上行驱动取决于终端消费的兑现力度。综上所述，当前钢材价格具备一

定安全边际，此前原料强成材弱的格局或在后市得以扭转，钢厂议价权将随利润

同步修复；而实体经济承压以及市场整体风险偏好下滑依然是黑色系商品的主要

下行风险。

投资策略：钢材方面，螺纹钢 2210 合约在 4700-4900 区间价位具备安全边际，

可逢低做多，下行风险来自需求端的现实塌方。炉料端铁矿石价格预计偏震荡，

暂以观望为主。套利方面，钢厂利润有望进一步修复，激进投资者可做多螺矿比、

螺焦比。此外，五月钢材基差大概率走阔，对产业客户而言，五月上旬适合卖出

套保，中下旬适合买入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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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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190 号华邦世贸中心超高层写字楼 40、41 层

电话：400-882-0628、6283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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