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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本周铁矿石盘面略有上涨，螺纹钢维持震荡偏弱走

势。铁矿现货价格略有上涨，螺纹现货价格有所下

跌。 

✦ 从基本面来看，近期海外矿山发货量持续增长；铁

矿石港库连续下跌，钢厂库存持续在低位徘徊，旺季

需求减少了铁矿库存，近期唐山武安等地虽发布环保

限产，高炉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但目前执

行力度不算很强，需求仍然坚挺。全国港口成交量及

疏港量有所上升， 整体处于高位。 

✦ 近期海外矿山发货持续上行，但巴西 Brucutu 铁矿

暂停复产事件提振了市场信心，然短期内国内供应预

计仍然宽松。虽然 5 月国内各地开启环保限产，但目

前执行力度不强，加上铁矿库存也持续去库，对矿价

有所支撑，故预计短期铁矿或维持震荡偏强趋势；而

中长期来看，矿难影响持续发酵反映到铁矿石供应，

总体减量趋势不变，铁矿价格重心还有进一步上移可

能。 

以历史行情来看，目前主力合约基差处于高位，铁矿

石处于正向市场。由于目前铁矿需求上升，但供应同

样上涨，整体处于供需双强的情况，但进入 5 月，需

求逐渐下行，基差或将逐渐收窄，短期投资者可对 09

合约进行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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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长期基本面不变，铁矿供给偏紧，基差还有扩大机会，投资者可对 09 合约进行卖

套，或做多 9-1 价差，或待螺纹出现下行趋势时做空螺矿比。 

✦ 螺纹钢方面，在高利润指引下，近期螺纹长流程产量仍然持续增长，短流程钢增速

减缓。双库低于去年处于不断去库存状态中。但厂库已经见底，预计后续不再持续去

库，而社库去库速度也开始放缓，预计需求拐点或将来临，近期全国主流贸易商建筑

钢材成交量同样从高位见顶回落。而螺纹生产利润也开始下跌，目前直降至 900 元/吨

左右。今年一季度我国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降 36.7%。 

目前来看，螺纹生产利润开始大幅下跌，但仍然处于相对高位，指引产量持续增长；

但进入五月，全国各地需求开始进入拐点，之后雨季及夏季天气或影响开工，加上今

年 1 季度基建投资增速不及预期，后市需求可能逐步下行，去库速度也开始相对放

缓。目前钢价已经处于相对高位，后市上涨力度或难以维系，预计短期内仍然保持震

荡偏弱趋势，需求拐点到来，基本面走弱，螺价或将开启缓慢的单边下行走势。 

✦ 4 月以来螺纹需求释放，供需双强，致使基差一直处于高位徘徊。但近期即将进入

需求淡季，螺纹库存去化速度也开始放缓，预计后市螺价将缓慢下行，投资者对基差

可逢高做空进行买套，买入 09 合约卖出现货，或者等螺价进入拐点后做空 9-1 价差。 

✦ 风险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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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 671 683 671 2 0.30% 

京唐港 673 668 683 668 5 0.75% 

青岛港 673 670 679 668 3 0.45% 

日照港 673 670 679 668 3 0.45% 

天津港 694 690 705 690 4 0.58% 

五大港口均价 677.2 673.8 685.8 685.8 3.4 0.50% 

 

合约名称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I2001 583.50 596.50 596.50 583.50 13.0 2.228% 

I1905 712.50 729.00 729.00 712.50 16.5 2.316% 

I1909 638.00 655.50 655.50 638.00 17.5 2.743% 

普氏 62 94.60 95.15 95.70 93.10 0.55 0.58% 

RB2001 3,483.00 3,473.00 3,487.00 3,460.00 -10.00  -0.29% 

RB1905 4,159.00 4,149.00 4,159.00 4,135.00 -10.00  -0.24% 

RB1910 3,756.00 3,746.00 3,767.00 3,731.00 -10.0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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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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 4170 4160 4100 -70 -1.68% 

广州 4250 4300 4280 4250 -50 -1.16% 

杭州 4130 4210 4210 4130 -80 -1.90% 

天津 4050 4060 4050 4020 -10 -0.25% 

均价 4227 4260 4261 4227 -33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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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03 日当周，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为 2360.7 万

吨，周比 +18.813%，供应持续回升；巴西铁矿石发货量 660 万吨，周比

+38.830%；澳洲铁矿石发货量 1700.7 万吨，周比+12.517%；四大矿商至中国的

铁矿石合计发货量为 1856.7 万吨，周比+20.019%。前期天气澳洲影响逐渐消减，

海外铁矿发货量有所回升，巴西发货量同样有较大回升，但总体发货量相比往年还

处于较低水平。近期 Vale 重新公布 2019 年铁矿石和球团的目标销量为 3.07-3.32

亿吨，今年海外铁矿发货仍然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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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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72 万吨，周比+2.05%，在高利润指引

下，虽然各地环保限产启动，但近期螺纹钢产量仍然持续大幅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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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8 万吨，环比+2.31%，短

流程螺纹钢实际产量 53.94 万吨，环比+0.58%，增速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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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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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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全国 45 个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为 13330.83 万吨，周比-0.794%，近期持续去

库存；澳洲矿库存为 6346.47 万吨，周比-1.090%，同比开始大幅下跌；巴矿库存

4236.8 万吨，周比-0.527%，近期保持平稳，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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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9 万吨，周比+3.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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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4.73 万吨，周

比-0.373%，近期大减。 

5 月上旬国内钢厂进口矿平均天数为 26 天，较 4 月下旬-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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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9 万吨，周比-0.508%。全国 26 城螺纹钢社

会库存为 575.35 万吨，周比-2.656%。全国社会钢厂合计库存为 788.94 万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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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2.084%，目前双库低于去年，处于不断去库存状态中。但厂库已经见底，预计

后续不再持续去库，而社库去库速度也开始放缓，预计需求拐点或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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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1，周比-1.31 个百分点；高炉开工率为

68.78，周比-1.8 个百分点；由于近期唐山武安等地停限产影响，开工数据均有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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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9 万吨，周比+1.735%，总体处于高

位；全国主要港口铁矿石成交量也同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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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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1%，周比+0 百分点，盈利钢厂比例从今年 1 月起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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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顶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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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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09 日，铁矿石 BCI-C5 运价为 6.468 美元/吨，周比-11.676%，BCI-C3

运费为 15.214 美元/吨，周比-5.238%，近期海运市场运费大幅下跌。 

 

图 2.43 铁矿石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以历史行情来看，目前主力合约基差处于高位，铁矿石处于正向市场。由于目前铁矿

需求上升，但供应同样上涨，整体处于供需双强的情况，但进入 5 月，需求逐渐下

行，基差或将逐渐收窄，短期投资者可对 09 合约进行买套。而中长期基本面不变，

铁矿供给偏紧，基差还有扩大机会，投资者可对 09 合约进行卖套，或做多 9-1 价

差，或待螺纹出现下行趋势时做空螺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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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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956 元/日，周比-8.596%；盘面利润为 772.05 元/吨，周比-

17.399%。在此前的大涨过后，近期螺纹钢利润开始大幅下跌，原材料价格也不断上

升。 

 

图 2.47 螺纹钢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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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以来螺纹需求释放，供需双强，致使基差一直处于高位徘徊。但近期即将进入需

求淡季，螺纹库存去化速度也开始放缓，预计后市螺价将缓慢下行，投资者对基差可

逢高做空进行买套，买入 09 合约卖出现货，或者等螺价进入拐点后做空 9-1 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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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五张家港普碳废钢价格为 2380 元/吨，周比-0.833%，目前普碳废钢价格达 6 年

同期最高，近期价格维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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