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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本周铁矿石限于盘整，现货波动不大。螺纹盘本周

同样震荡，现货价格波动不大。 

✦ 从基本面来看，上周海外铁矿石发运量大幅上涨，

但主流矿受制于之前的灾害影响发货不多，此次发货

以非主流低品位矿为主；本周铁矿石库存有所增加，

但依然持续处于低位，钢厂可用库存始终维持在 28

天，低库存水平支撑矿价；7 月下半月全国环保限产已

经开始放松，本周钢厂产能利用率及开工率已经开始

上涨。近期港口铁矿石进口利润已抬升至 20 元左右，

有一定利润空间，贸易商也有进货意愿；全国港口成

交量及疏港量整体处于高位。 

✦ 总体来看，短期铁矿石基本面仍然较好，港口库存

虽增，但目前是巴西和澳洲的发货淡季，国内主流矿

仍然紧缺，环保限产也未达预期，铁矿或维持高位震

荡走势。但后续若钢厂利润进入大幅亏损，钢材产量

出现明显下跌，则可能带动铁矿价格下调，目前在

850 元左右支撑较强；中长期来看，今年铁矿供需缺

口的逻辑仍未改变，铁矿价格易涨难跌。但受到采暖

季停限产及 70 周年大庆影响，到今年 4 季度 10-11 月

铁矿价格可能会有稍许回调，下半年高点可能低于上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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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09 主力合约临近交割，基差不断收敛，卖套投资者可逐渐减少套保头寸，也可

在 09 合约上进行短期买套。由于 9-1 合约价差持续偏牛，卖套客户也可在 01 合约上

建立头寸。 

✦ 螺纹钢方面，螺纹钢受环保限产影响不大，七月产量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本周开始

环保限产陆续复产，钢材产量仍增。受到梅雨季节影响开工及钢材高位产量影响，目

前螺纹库存逐渐累积，贸易端需求疲弱，短期钢材价格有下行风险。近来全国各地需

求开始走疲，全国主流贸易商建筑钢材成交量也持续从高位见顶回落，房地产受到信

贷收紧影响，销售数据和新开工数据下跌，但是 6 月施工数据仍然保持增长，房市需

求仍然有一定延性。在贸易端渐显疲态的情况下，预计短期螺纹价格可能回调，维持

震荡偏弱走势，在 3850 附近有较强支撑。中长期来看，受到夏季停工及 70 周年限产

影响，螺纹产量可能回落，由于需求支撑，螺纹价格或维持高位震荡走势。 

✦ 近期虽然进入传统需求淡季，但钢材产量始终不减，螺纹库存也开始累库，成交量

也有所回落，致使基差收敛。但需求端整体需求依然相对较好，近期基差或在低位徘

徊，投资者可维持套保头寸，或做空 10-1 价差。总体近期螺纹基差或维持中性，等到

需求旺季基差可能还有上涨空间，届时投资者可进行卖套。 

✦ 风险点:国内非采暖季限产力度放松，房地产增长超预期，70 周年影响，中美贸易摩

擦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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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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 892 911 897 5 0.56% 

京唐港 897 892 911 897 5 0.56% 

青岛港 890 882 903 890 8 0.91% 

日照港 890 882 903 890 8 0.91% 

天津港 896 893 908 896 3 0.34% 

五大港口均价 894 888.2 907.2 907.2 5.8 0.65% 

 

合约名称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I2001 783.00 795.00 800.50 771.50 12.0  1.533% 

I1905 695.50 707.00 711.00 685.00 11.5  1.653% 

I1909 895.00 916.00 916.00 889.00 21.0  2.346% 

普氏 62 119.25  119.50  122.20  119.50  0.25  0.21% 

RB2001 3,782.00 3,776.00 3,801.00 3,733.00 -6.00  -0.16% 

RB1905 3,598.00 3,600.00 3,605.00 3,564.00 2.00  0.06% 

RB1910 4,030.00 4,001.00 4,052.00 3,968.00 -29.0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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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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 3990 4000 3970 -10 -0.25% 

广州 4180 4160 4190 4160 20 0.48% 

杭州 4010 4010 4040 4000 0 0.00% 

天津 3940 3950 3970 3940 -10 -0.25% 

均价 4081 4084 4096 4070 -3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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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2 日当周，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为 2175 万

吨，周比+10.049%，供应有所上涨；巴西铁矿石发货量 576.8 万吨，周比-

3.043%；澳洲铁矿石发货量 1598.2 万吨，周比+15.686%%；四大矿商至中国的铁

矿石合计发货量为 1800.7 万吨，周比+8.365%。上周海外矿山发货有所上涨，但近

期进入海外发货淡季，总体发货水平仍然不高。巴西受矿难持续影响，目前发货水

平仍低。但近期海外非主流矿山发货大幅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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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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59 万吨，周比+1.08%，在上一轮环保限

产过后，目前限产再一次放松，螺纹产量始终居高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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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4 万吨，环比+0.56%，短流程螺纹钢

实际产量 55.45 万吨，环比+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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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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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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2.09 万吨，周比+2.353%，受海外非主

流矿山发货大幅增加的影响，本周有所累库；澳洲矿库存为 5806.58 万吨，周比

+0.979%，近期变化不大，处于五年同期最低；巴矿库存 3397.16 万吨，周比

+5.779%，本周大幅上涨，仍然维持着 5 年同期高位的水准。 

本周国内 64 家钢厂进口矿烧结粉矿总库存为 1557.94 万吨，周比-3.536%，仍在六

年同期最低徘徊；国内港口和钢厂总库存为 13240.03 万吨，周比+1.623%，本周

有所回升。 

七月上旬国内钢厂进口矿平均天数为 28 天，较七月上旬+0 天。本周库存有所下跌

但仍在低位支撑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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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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07 吨，周比+4.298%，钢厂库存连续累库。全

国 26 城螺纹钢社会库存为 565.93 万吨，周比+3.270%，近期累库幅度较大。全国

社会钢厂合计库存为 803 万吨，周比+3.571%，库存大幅累积。受到梅雨天气及产

量持续高位影响，目前螺纹库存逐渐累积，贸易端需求疲弱，短期钢材价格有下行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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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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6%，周比+0.52 个百分点；高炉开工率为

66.71%，周比+0.69 个百分点；近期部分地区高炉陆续复产，本周高炉产能利用率

及开工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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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5 万吨，周比 0.534%，疏港量有所

增加，总体仍处于高位；全国主要港口铁矿石成交量从高位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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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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百分点，近期盈利钢厂比例有所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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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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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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8 日，铁矿石 BCI-C5 运价为 10.850 美元/吨，周比+14.102%%，BCI-

C3 运费为 27.509 美元/吨，周比+15.274%，近期海运费暴涨，大约在 5 周以后全

球铁矿发货会大幅增长。 

 

图 2.43 铁矿石进口利润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 07 月 18 日，铁矿石贸易商进口利润为 21.21 元/吨，近期利润有所上涨，贸易

商有一定利润空间，但仍徘徊在低位，说明铁矿上涨幅度有限。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钢矿> 2019.07.1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11/13 

图 2.43 铁矿石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由于 09 主力合约临近交割，基差不断收敛，卖套投资者可逐渐减少套保头寸，也可

在 09 合约上进行短期买套。由于 9-1 合约价差持续偏牛，卖套客户也可在 01 合约

上建立头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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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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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螺纹钢毛利 371.866 元/日，周比-8.087%；盘面利润为 601.25 元/吨，周比-

9.569%。在近期螺纹钢毛利仍然下跌，轧钢利润持续缩窄，钢厂利润低位徘徊，但

仍有一定利润空间，螺纹产量仍高。 

图 2.47 螺纹钢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近期虽然进入传统需求淡季，但钢材产量始终不减，螺纹库存也开始累库，成交量

也有所回落，致使基差收敛。但需求端整体需求依然相对较好，近期基差或在低位

徘徊，投资者可维持套保头寸，或做空 10-1 价差。总体近期螺纹基差或维持中性，

等到需求旺季基差可能还有上涨空间，届时投资者可进行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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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 元/吨，周比+1.646%，目前普碳废钢价格达 6 年

同期最高，近期短流程钢产量又大幅增加，废钢价格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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