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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本周铁矿石和螺纹钢盘面陷入调整，现货价格双双

下跌。 

✦ 从基本面来看，近期海外矿山发货开始回归正常区

间，澳矿和巴矿发货均有上升，近期供应保持宽松；

铁矿石依然下降，库存持续处于低位支撑矿价；各地

环保限产本周开始发力，高炉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开

始下降，钢材产量同样下跌，但依然处于高位，致使

铁矿需求较为坚挺。全国港口成交量及疏港量也同样

整体处于高位。近期在此前的大涨大跌之后迎来回

调，在 716 元左右支撑力度较高，预计短期陷入盘

整，。总体矿难影响导致的供应缺口逻辑仍在，减量

趋势不变，中长期矿价将维持高位震荡。 

✦ 近期铁矿石主力合约基差高位下跌，处于反向市

场。由于目前铁矿需求仍然旺盛，虽然本周矿价有所

回调，但总体维持高位。目前加上铁矿基差率相对较

高，加上近期铁矿供应宽松，导致基差修复有一定动

力。预计短期内铁矿石基差或有一定收窄空间。故短

期进行买套，也可做空螺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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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钢方面，生产利润开始大幅下跌，目前为 530 左右，但仍然处于相对高位，致

使近期螺纹产量虽然见顶但依然高企。目前双库低于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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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需求阶段性滞缓，预计需求拐点

或来临。进入 6 月，全国各地需求开始进入拐点，雨季及夏季天气影响开工，而近期

全国主流贸易商建筑钢材成交量也持续从高位见顶回落，但目前总体房地产数据好于

预期，需求减量不多支撑螺纹价格，短期在 3650 元左右有较强支撑。中长期来看基本

面持续走弱，螺价或将开启缓慢的单边下行走势。 

✦ 近期钢材利润大幅收窄，需求即将进入淡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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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合约卖出现货，或

做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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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 766 761 748 -9 -1.17% 

京唐港 757 766 761 748 -9 -1.17% 

青岛港 757 763 760 744 -6 -0.79% 

日照港 757 763 760 744 -6 -0.79% 

天津港 774 777 777 764 -3 -0.39% 

五大港口均价 760.4 767 763.8 763.8 -6.6 -0.86% 

 

 

合约名称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I2001 646.50 644.00 653.00 644.00 -2.5  -0.387% 

I1905 603.00 595.00 608.00 595.00 -8.0  -1.327% 

I1909 709.00 712.50 720.50 709.00 3.5  0.494% 

RB2001 3,457.00 3,485.00 3,496.00 3,457.00 28.00  0.81% 

RB1905 3,328.00 3,351.00 3,360.00 3,328.00 23.00  0.69% 

RB1910 3,707.00 3,737.00 3,747.00 3,707.00 30.00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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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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0 4030 3990 3950 -80 -1.99% 

广州 4130 4190 4160 4120 -60 -1.43% 

杭州 3970 4030 4010 3960 -60 -1.49% 

天津 3920 4000 3980 3920 -80 -2.00% 

均价 4078 4153 4132 4078 -75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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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当周，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为 2512.1 万

吨，周比+12.087%，供应仍然上涨；巴西铁矿石发货量 720.4 万吨，周比

+15.708%；澳洲铁矿石发货量 1791.7 万吨，周比+10.694%；四大矿商至中国的

铁矿石合计发货量为 1938.2 万吨，周比+5.589%。为了补偿前期事件带来的影响，

海外矿山发货量总体上涨，发货开始回归正常区间，澳矿和巴矿发货均有上升，近

期供应保持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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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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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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12 万吨，周比-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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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高位，目前达到五年同期

最高；目前螺纹钢产量顶部约为 385 万吨左右，预计后续产量涨幅有限；全国建材

钢厂长流程螺纹钢实际产量为 324.69 万吨，环比-0.94%，短流程螺纹钢实际产量

53.43 万吨，环比-0%，近期螺纹钢产量开始有所下调。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钢矿> 2019.06.0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6/13 

图 2.16 全国建材钢厂实际产量（周）      图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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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8 万吨，周比-1.937%，近期持续去库

存；澳洲矿库存为 5839.06 万吨，周比+1.196%，库存有所上升但仍处五年同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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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巴矿库存 3618.03 万吨，周比-6.744%，近期大幅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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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5 万吨，周比+0.894%，依然处

于低位；国内港口和钢厂总库存为 13859.5 万吨，周比-1.598%，近期大减。 

5 月上旬国内钢厂进口矿平均天数为 28 天，较 5 月下旬+1 天。库存持续低位支撑

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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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9 万吨，周比+1.288%，钢厂库存已基本筑

底。全国 26 城螺纹钢社会库存为 509.19 万吨，周比-2.024%，近期仍持续去库，

但速度开始放缓。全国社会钢厂合计库存为 723.09 万吨，周比-1.067%。目前双库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钢矿> 2019.06.0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8/13 

低于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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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需求阶段性滞缓，预计需求拐点或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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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7%，周比-0.08 个百分点；高炉开工率为

71.41，周比-0.28 个百分点；近期全国环保限产终于开始收紧，本周高炉产能利用

率及开工率有所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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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万吨，周比+1.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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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2%，周比+0 百分点，近期盈利钢厂比例维持平稳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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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回落，成交量萎缩已持续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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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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05 日，铁矿石 BCI-C5 运价为 7.600 美元/吨，周比+4.698%，BCI-C3

运费为 16.823 美元/吨，周比+3.494%，近期海运市场开始复苏。 

 

图 2.43 铁矿石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近期铁矿石主力合约基差高位下跌，处于反向市场。由于目前铁矿需求仍然旺盛，

虽然本周矿价有所回调，但总体维持高位。目前加上铁矿基差率相对较高，加上近

期铁矿供应宽松，导致基差修复有一定动力。预计短期内铁矿石基差或有一定收窄

空间。故短期进行买套，也可做空螺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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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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四螺纹钢毛利 532.422 元/日，周比-10.753%；盘面利润为 681.075 元/吨，周

比+3.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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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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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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钢材利润大幅收窄，需求即将进入淡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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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合约卖出现货，

或做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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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 元/吨，周比-0.422%，目前普碳废钢价格达 6 年

同期最高，近期由于炉料价格大幅上涨，短流程钢需求又有所复苏，废钢价格上涨，

但总体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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