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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需求好转，钢价阶段走强 

投资策略建议： 

炉料：截至上周五 9 月 23 日晚间收盘，铁矿石 01 合约收于 712.5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0.5%。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1天，

同上周回升。焦炭方面，截至 9 月 23 日晚间收盘，焦炭 01 合约收

于 2708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3.6%。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焦炭

可用天数为 11.81 天，亦较上周上行。展望后市，铁水产量高位偏

稳，原料的刚性补库需求仍存；但考虑到复产进度已基本兑现且钢

厂利润受原料涨幅侵蚀较大，若后市终端需求无法带动成材价格进

一步打开空间，则铁矿与焦炭的上行高度也将有限，且负反馈风险

加剧。      

 

钢材：截至上周五 9月 23日晚间收盘，热轧卷板 01合约收于 3785

元/吨，螺纹钢 01合约收于 3740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1%。钢材

方面，本周螺纹钢表需受节前补库备货、旺季施工进度加快等因素

影响明显回升，钢价阶段走强。展望后市，钢材消费强度有望跟随

基建与保交楼的实物兑现继续回补；供给端铁水与废钢价差或在电

炉产能持续放量的背景下进一步收窄，进而对螺纹钢为主的成材供

给形成制约；叠加高炉端铁水产量预计筑顶，钢材供需或仍以偏紧

为主，但受制于需求总量乏善可陈，钢价上行高度或有限。 

  

 

下周关注： 

1. 钢材终端需求与社会库存去化情况 

2. 废钢价格，电炉利润及产能 

 

 

 

操作建议： 

区间操作为主，RB2301 合约可尝试逢低做多，但高度不宜过度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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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合约远期曲线 

 

螺矿比与螺焦比 

 



 

                                                                      黑色金属 | 策略报告 

 2 

∟.宏观资讯 

1. 发改委表示，将加快推动第一批 3000 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尽早形成实物工作

量，同时，着力用好新增 3000亿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做好项目筛选和推荐，

加快资金投放，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2. 央行货币政策司发文称，目前我国定期存款利率约为1%至2%，贷款利率约为4%至5%，

真实利率略低于潜在实际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是留有空间的最优策略。下一

步，央行将继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释放 LPR改革效能，发挥好利率杠杆的

调节作用。 

 

3. 美联储公布 9月利率决议，如期加息 75个基点，至 3.00-3.25%。经济预期显示未来

或进一步加速升息步伐。美联储 FOMC 9 月点阵图显示，美联储预计在 2022年至少还会

加息 75个基点，直到 2024年才会降息。 

 

点评：本周宏观面外围以加息潮为主，对大宗商品估值形成整体利空；内部则继续强调

政策支持和财政货币呵护，对后市以基建项目实物落地、地产保交楼为主的用钢需求形

成利好，金九银十的旺季消费或有亮点。 

 

∟.行业资讯 

1. 近期监管部门组织地方申报中长期贷款项目，项目投向16大领域及128个细分领域，

但监管部门也设置了禁止投向领域。16 大领域具体包括：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领域，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重要行业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替代等。16大投向领域还有细分

领域，合计 128个，比如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包括国内铁、铜、镍、锂等战略

性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建设等。 

 

点评：近期多项资讯与高频数据表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同时保交房在政策和

资金层面也进入落地，随着秋季赶工潮的到来，钢材的实物消费在后市或有较大提振。 
 

∟.供需分析 

库存 

从炉料库存来看，本周铁矿石钢厂库存可用天数为 21天，同上周回升；以 247 家钢

厂为样本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1.81 天，亦较上周上行。展望后市，铁水产量高位偏稳，

原料的刚性补库需求仍存；但考虑到复产进度已基本兑现且钢厂利润受原料涨幅侵蚀较

大，若后市终端需求无法带动成材价格进一步打开空间，则铁矿与焦炭的上行高度也将

有限，且负反馈风险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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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 图表 2: 焦炭可用天数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钢材总库存量 1590.46万吨，环比减 15.68万吨。其中，钢厂库存量 502.03 万

吨，环比增 3.07万吨；社会库存量 1088.43 万吨，环比减 18.75 万吨。 

图表 3: 热轧卷板社会库存 图表 4: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从微观库存来看，博兴地区镀锌板卷处于去库通道，唐山地区的钢坯本周小幅去库，

但力度有限，绝对库存的压力仍存。 

图表 5: 唐山地区钢坯库存 图表 6: 博兴镀锌板卷库存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博兴地区的彩涂板卷亦继续去库，乐从热卷库存有所累库；结合唐山地区钢坯的绝

对库存高位来看，若终端消费无明显放量，板材或在后市再度面临供给过剩的压力。 



 

                                                                      黑色金属 | 策略报告 

 4 

图表 7: 博兴彩涂板库存 图表 8: 乐从热卷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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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1%，环比上周增加 0.40%，同比去年

增加 5.37%；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9.08%，环比增加 0.75%，同比增加 6.97%；钢厂盈

利率 47.19%，环比下降 5.63%，同比下降 40.69%；日均铁水产量 240.04 万吨，环比增

加 2.02万吨，同比增加 19.91万吨。 

图表 9:日均铁水产量 图表 10: 盈利钢厂比例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在钢厂利润方面，本周唐山主流样本钢厂平均铁水不含税成本为2855元/吨，平均钢

坯含税成本3741元/吨，周环比下调24元/吨，与9月21日当前普方坯出厂价格3590元/吨

相比，钢厂平均亏损151元/吨，周环比增加106元/吨。  

图表 11:独立电炉钢厂开工率 图表 12: 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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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包括螺纹钢在内的主要钢材品种表观消费量明显上行，主要是受节前下游备货

补库以及施工旺季用钢强度上升所影响。尽管地产行业未见起色，但随着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加快推进，同时保交房在政策和资金层面也进入落地，钢材的实物消费在施工旺季

仍有较好支撑。 

图表 13:沥青开工率 图表 14: 100 大城市土地成交面积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水泥熟料的产能利用率继续回升，混凝土产能利用率稳中有升但较往年同比回

落较大，旺季的需求驱动以稳为主。 

图表 15:水泥熟料产能利用率 图表 16: 混凝土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炉料：截至 9月 23日，铁矿石 01合约基差为-15元/吨，同上周相比有所下滑；焦

炭 01合约基差为 61元/吨，现货端的第二轮提涨部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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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铁矿石基差-15 元/吨 图表 18: 焦炭基差 61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钢材：截至 9月 23日，螺纹钢 2301 合约基差为 212元/吨，热轧卷板 2301合约基

差为 220元/吨；预计 01合约基差仍将锚定季节性规律震荡上行，产业客户可择机入场

期现正套。 

图表 19: 螺纹钢基差 212 元/吨 图表 20: 热卷基差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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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元/吨，环比收窄 5元

/吨；巴西矿溢价减少，青岛港卡粉与 PB 粉价差 102元/吨，环比收窄 2元/吨；粉块价

差扩大，青岛港 PB 块与 PB粉价差 110元/吨，环比扩大 1元/吨。期现基差方面：PB粉

基差 114.15，环比走弱 0.69；超特粉基差 12.57，环比走强 4.8。  

图表 21: 59.5%金布巴-56.5%超特 图表 22: （卡粉+超特）/2-PB 粉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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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方面，供需双旺带动近月合约趋于强势，预计后市将继续维持这一结构。 

图表 23: 螺纹钢合约远期曲线 图表 24: 热卷合约远期曲线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原料端，铁水维持高位，钢厂对原料的补库需求带动近月合约价格趋于强势。 

图表 25: 铁矿石合约远期曲线 图表 26: 焦炭合约远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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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走强，主要体现在上海地区现货价格筑底回升。在废钢-铁

水价差进一步放大后，华东地区的电炉产量将受到压制，长材的供给收缩或为南北价差

提供上行支撑，有利于北材南下与库存去化。 

图表 27: 螺纹钢价差：广州-上海 图表 28: 螺纹钢价差：上海-北京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跨品种价差 

本周螺纹钢盘面加工利润先跌后涨，钢厂盈利现实承压；卷螺价差则变化不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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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后市，鉴于铁水增量空间有限，炉料价格预计震荡为主，同时下行压力随着铁水筑顶

而酝酿；若需求端成材走货良好，则高炉利润仍有改善空间，否则需要通过负反馈压减

产能的形式倒逼原料让利。 

图表 29: 虚拟钢厂利润 图表 30: 卷螺价差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铁矿石内外价差震荡为主，钢厂的刚性补库需求使得海外矿价格仍有支撑，内

外价差或继续随船期区间震荡为主；盘螺-螺纹价差继续下行，与螺纹钢供需向松的格

局相对应。 

图表 31: 铁矿石内外价差 图表 32: 盘螺-螺纹钢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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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消费强度有望跟随基建与保交楼的实物兑现继续回补；供给端铁水

与废钢价差或在电炉产能持续放量的背景下进一步收窄，进而对螺纹钢为主的成材供给

形成制约；叠加高炉端铁水产量预计筑顶，钢材供需或仍以偏紧为主，但受制于需求总

量乏善可陈，钢价上行高度或有限。  

炉料方面，铁水产量高位偏稳，原料的刚性补库需求仍存；但考虑到复产进度已基

本兑现且钢厂利润受原料涨幅侵蚀较大，若后市终端需求无法带动成材价格进一步打开

空间，则铁矿与焦炭的上行高度也将有限，且负反馈风险加剧。               

 

操作建议： 

区间操作为主，RB2301 合约可尝试逢低做多，但高度不宜过度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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