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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本周铁矿石期盘大幅上升，但现货出现分歧，略有

下跌；螺纹期货价格保持平稳，现货价格略有下跌。 

✦ 从基本面来看，受到澳洲飓风影响，约海外铁矿发

货量有较大的下降，飓风影响澳洲铁矿石发货量约

1048.2 万吨，目前巴西矿难影响虽随着 Vale 的产销

报告有所定论，但 Vale 港口铁矿库存还有支撑，短期

对供应方面影响不太大。北方铁矿到港量同样有较大

幅度下行，国内铁矿供应偏紧。近期铁矿石港库总体

保持平稳略高；钢厂库存则有所上行，贸易商拿货情

绪恢复，但目前仍处于 6 年同期最低，随着各地钢厂

复产，进口矿库存使用天数同样开始下跌。3 月中旬以

来各地环保限产趋于放松，高炉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

连续上升，全国港口成交量也连续上涨。 

✦ 由于 3 月中旬起各地环保限产趋于放松，铁矿石港

口贸易量大幅上涨，但港口库存始终保持平稳高位，

钢厂拿货情绪恢复，厂库有所上升，进口矿库存使用

天数开始下跌，预计后期需求将大幅释放。本周 Vale

公布巴西矿难数据，或影响 2019 年铁矿石产量 9280

万吨，铁矿石缺口持续拉大，今年铁矿价格重心上移

可期。由于需求信号出现，预计短期内铁矿将保持震

荡偏强趋势，但高位港库始终压制矿价，中长期矿难

影响反映到铁矿石供应，铁矿价格重心还有进一步上

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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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行情来看，目前主力合约基差收窄，铁矿石进入正向市场，基差处在弱势震荡

行情之中，已缺乏操作价值。目前即将进入 4 月，预计 4 月上旬铁矿石 05 合约将进行

移仓，建议套保客户及时进行移仓或平仓，避免产生交割风险。 

✦ 螺纹钢方面，在高利润指引下，近期螺纹产量均有所增长。而库存双降，厂库缩量

小于社库缩量，说明目前需求开始释放，短期内需求行情火爆，后期可能会加大去库

力度，螺价还有上涨空间。而以历史行情来看，目前库存水平还远未见底。需求方

面，全国主流贸易商钢材成交量有所抬升。近期螺纹生产利润略有下跌，但仍然保持

相对高位，成材与原料之间的价差保持平稳，待钢价上涨行情走完后或有缩窄趋势。 

目前来看，螺纹生产利润处于高位，指引产量持续增长，且螺价持续高位震荡，致使

部分短流程钢有所复产。目前来看，随着天气好转，全国各地工地开工，需求开始有

释放迹象。而螺纹库存持续去库存的状态之中，厂库缩量小于社库缩量，已出现需求

释放信号。预计下周螺纹或有上涨趋势，支撑位约在 3850 元，但若上涨幅度不高，可

能说明螺纹行情后继无力，则可在 3800-3900 元左右做空螺价。 

✦ 由于今年年初以来全国对螺纹一直有赶工需求，螺纹价格处于高位震荡的行情之

中，以至于基差同样在高位徘徊。而螺纹 05 合约即将进行移仓，基差也同样将会收

窄，短期产业客户可加大买保比例。 

✦ 风险点:螺纹需求释放幅度不高，国内环保紧急停限产，基建房地产投资大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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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1.1 期货市场：     

 

1.2 现货市场： 

铁矿石： 

61.5%PB 粉

现价（元/吨） 

本周 上周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曹妃甸港 622 620 622 620 2 0.32% 

京唐港 622 620 622 620 2 0.32% 

青岛港 612 618 616 612 -6 -0.97% 

日照港 612 618 616 612 -6 -0.97% 

天津港 630 635 633 630 -5 -0.79% 

五大港口均价 619.6 622.2 621.8 621.8 -2.6 -0.42% 

 

合约名称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I2001 530.00 553.00 553.00 526.50 23.0 4.340% 

I1905 611.00 631.50 631.50 607.00 20.5 3.355% 

I1909 564.50 589.50 589.50 560.50 25.0 4.429% 

普氏 62 87.10 84.10 87.80 84.05 -3.00 -3.44% 

RB2001 3,293.00 3,291.00 3,293.00 3,238.00 -2.00  -0.06% 

RB1905 3,692.00 3,758.00 3,758.00 3,690.00 66.00  1.79% 

RB1910 3,461.00 3,468.00 3,468.00 3,405.00 7.0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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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 

HRB400 20mm 螺

纹钢现价（元/吨） 

本周 上周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上海 3900 3940 3910 3900 -40 -1.02% 

广州 4200 4240 4220 4200 -40 -0.94% 

杭州 3880 3940 3900 3880 -60 -1.52% 

天津 3910 3950 3930 3910 -40 -1.01% 

均价 4041 4090 4072 4041 -49 -1.20% 

 

 

二. 铁矿石和螺纹钢数据分析 

 

2.1 供应量分析 

铁矿石：供应方面，截止 03 月 22 日当周，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为 1603.1 万

吨，周比 -22.820%，供应大幅减少；巴西铁矿石发货量 526.6 万吨，周比

+15.230%；澳洲铁矿石发货量 1076.5 万吨，周比-33.553%；四大矿商至中国的铁

矿石合计发货量为 1245.6 万吨，周比-25.072%。上周受到澳洲飓风影响，海外铁

矿发货量有较大的下降，飓风影响澳洲铁矿石发货量约 1048.2 万吨。 

上周中国北方铁矿石到港量为 755.9 万吨，周比-17.07%，近期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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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季节图      图 2.13 巴西铁矿石发货量季节图            

图 2.14 澳洲铁矿石发货量季节图            图 2.15 四大矿商铁矿石发货量：至中国 

图 2.16 中国北方铁矿石到港量季节图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螺纹钢：本周国内螺纹钢周度产量为 339.1 万吨，周比+2.54%，近期螺纹钢产量持

续增长，目前达到五年同期最高；全国建材钢厂长流程螺纹钢实际产量为 290.35 万

吨，环比+2.33%，短流程螺纹钢实际产量 48.75 万吨，环比+ 3.81%，在高利润指

引下，近期螺纹产量均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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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全国建材钢厂实际产量（周）      图 2.18 全国钢厂螺纹钢长短流程产量（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2.2 库存分析 

铁矿石： 

图 2.21 全国 45 个港口铁矿石库存          图 2.22 钢厂进口矿库存季节图（周） 

图 2.23 全国港口钢厂进口矿库存（周）     图 2.24 钢厂进口矿库存平均天数（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全国 45 个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为 14702.93 万吨，周比-0.579%，近期保持平

稳，目前低于去年同期数据；澳洲矿库存为 7361.48 万吨，周比-0.713%，近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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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稳递减；巴矿库存 4351.82 万吨，周比+0.276%，本周保持平稳，仍处于历年

同期高位。 

本周国内 64 家钢厂进口矿烧结粉矿总库存为 1552.59 万吨，周比-1.345%，较此前

有所回弹，但仍处于 6 年同期最低；国内港口和钢厂总库存为 16255.52 万吨，周

比-0.653%，目前低于去年同期。 

3 月中旬国内钢厂进口矿平均天数为 30 天，较 3 月中旬-5 天，随着各地钢厂复产，

进口矿库存使用天数开始下跌。 

 

螺纹钢： 

图 2.24 全国钢厂螺纹钢库存（周）：万吨    图 2.25 全国 26 城螺纹钢库存（周）：万吨 

图 2.25 全国螺纹钢社会钢厂库存（周）：万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全国建材钢厂螺纹钢库存为 246.55 万吨，周比-3.442%。全国 26 城螺纹钢社

会库存为 808.38 万吨，周比-5.042%。全国社会钢厂合计库存为 1054.93 万吨，周

比-4.673%，目前双库低于去年，且处于不断去库存状态中。目前库存双降，厂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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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量小于社库缩量，说明目前需求开始释放，短期内需求行情火爆，后期可能会加

大去库力度，而以历史行情来看，目前库存水平还远未见底。 

 

2.3 需求分析 

铁矿石： 

图 2.31 全国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和开工率（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全国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74.74，周比+0.77 个百分点；高炉开工率为

64.64，周比+1.24 个百分点；各地高炉开工及产能利用率连续两周上升，但仍处于

五年同期低位。 

图 2.32 45 个港口铁矿石日均疏港量（万吨） 图 2.33 主要港口铁矿石成交量（日）：万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全国 45 个港口铁矿石日均疏港量为 277.14 万吨，周比-5.348%，本周疏港量

有所减少，但全国主要港口铁矿石成交量连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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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全国盈利钢厂比例（%）：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钢厂盈利比例为 77.3%，周比+1.23 百分点，盈利钢厂比例从去年 10 月下旬起

持续下跌，近期持续反弹上行。 

 

螺纹钢： 

图 2.35 全国主流贸易商建筑钢材成交量（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全国主流贸易商建筑钢材成交量有所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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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价格分析 

铁矿石 

图 2.41 铁矿石 BCI 运价：西澳-青岛 C5      图 2.42 铁矿石 BCI 运价：巴西图巴朗-青岛 C3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 03 月 28 日，铁矿石 BCI-C5 运价为 4.709 美元/吨，周比-4.074%，BCI-C3

运费为 11.945 美元/吨，周比+2.656%，受飓风影响，澳洲航线运费有所减少，巴

西航线运费有所增加。 

图 2.43 铁矿石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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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行情来看，目前主力合约基差收窄，铁矿石进入正向市场，基差处在弱势震荡

行情之中，已缺乏操作价值。目前即将进入 4 月，预计 4 月上旬铁矿石 05 合约将进

行移仓，建议套保客户及时进行移仓或平仓，避免产生交割风险。 

 

螺纹钢： 

图 2.44 螺纹钢毛利（元/吨）：日          图 2.45 螺纹钢盘面利润（元/吨）：日 

图 2.46 钢材利润指数：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五螺纹钢毛利 851.076 元/日，周比-1.934%；盘面利润为 904.575 元/吨，周比-

3.114%。本周毛利略有下跌，但总体处于高位；近期成材与原料之间的价差窄幅震

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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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螺纹钢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由于今年年初以来全国对螺纹一直有赶工需求，螺纹价格处于高位震荡的行情之中，

以至于基差同样在高位徘徊。而螺纹 05 合约即将进行移仓，基差也同样将会收窄，

短期产业客户可加大买保比例。 

 

图 2.48 普碳废钢价格（日）：张家港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张家港普碳废钢价格为 2350 元/吨，周比-1.674%，目前普碳废钢价格达 6 年同

期最高，年初以来持续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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