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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本周铁矿石盘面维持低位震荡，现货价格仍然下

跌。螺纹盘面同样维持，现货价格变化不大。 

✦ 从基本面来看，上周海外铁矿石发运有所下跌，但

为了完成下半年发运目标，目前发货水平仍然较高的

程度，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前期台风影响逐渐消

失，港口有所上涨，但厂库有所下地，钢厂接货意愿

不足，整体铁矿石库存大幅上涨；而受到钢厂主动停

限产影响，近期高炉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有所下跌；

本周各地港口台风影响消退，港口成交量和日均疏港

量有所上涨。随着铁矿价格的下跌，近期港口铁矿石

进口利润也持续高位，有一定利润空间，贸易商也有

进货意愿。 

✦ 总体来看，近期海外发运量持续高位，港库如我们

前期所预料的一般大幅增加，但是钢厂接货意愿不

足，需求减弱。近期各项数据公布，宏观环境不断走

弱，7 月房产多项指标增速放缓，叠加钢厂为了提升钢

材利润，四川山东河南等地限产趋严，这对于铁矿需

求也较为利空，但由于此前矿价已经历了一次大跌，

目前稳定在 600 元左右，比较难有更大的下跌。根据

消息面，8 月 10 日巴西发生火灾，令铁矿盘面在周五

产生涨停，但这仅仅是市场对铁矿的短期炒作，对于

基本面没有什么影响。所以预计短期海外矿山或继续

增量，钢材产量也逐步下行，铁矿仍然处于偏弱行情

之中，前期的大行情也将不复存在，接下来可能在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钢矿> 2019.08.2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2/13 

500-600 元之间宽幅震荡。中长期来看随着黑色市场的整体走弱，铁矿可能陷入需求

削弱的情况，到了 9-10 月，虽然金九银十的需求可能对钢价产生利好，但 70 周年国

庆及钢厂主动限产的影响或令矿价仍没有起色，铁矿偏弱的行情或将持续至年底。 

✦ 由于目前主力合约已经转到 01 合约，而市场对近月看空情绪较浓，基差持续高位，

但随着后续铁矿石基本面的稳定，铁矿基差将不断收窄，机构可在 01 合约上进行买

套。 

✦ 螺纹钢方面，本周唐山地区限产加码，螺纹钢产量持续下跌，钢厂利润也维持在

350 元左右，螺纹库存累库情况有所好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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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数据下跌，需求逐步下行。由于

螺纹产量下跌，后续螺纹可能会陷入供弱需弱的状态，叠加原材料成本下降，短期螺

纹仍然维持震荡。中长期来看，在 9-10 月消费旺季，钢厂主动限产加上需求抬升，钢

价还有一定反弹空间。到旺季之后，需求支撑减少，螺纹可能继续偏弱。然而预计今

年房地产虽然有走弱趋势，但开工数据延性可能持续到年底，在需求支撑下螺纹价格

可能不会大跌，四季度或维持区间震荡。 

✦ 近期由于螺纹钢基本面持续走弱，现货价格也通过大幅下跌向期价收拢，近期螺纹

基本面虽有所好转，但基差或仍在低位徘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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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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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房地产增长超预期，70 周年影响，中美贸易摩

擦持续恶化，国家政策大幅改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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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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 735 730 707 -28 -3.81% 

京唐港 707 735 730 707 -28 -3.81% 

青岛港 697 725 722 697 -28 -3.86% 

日照港 700 725 722 700 -25 -3.45% 

天津港 720 739 739 720 -19 -2.57% 

五大港口均价 706.2 731.8 728.6 728.6 -25.6 -3.50% 

 

合约名称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I2001 617.00 613.00 617.00 589.50 -4.0  -0.648% 

I1905 557.50 564.00 564.00 537.00 6.5  1.166% 

I1909 733.50 715.50 733.50 692.50 -18.0  -2.454% 

普氏 62 88.80  85.00  88.70  83.00  -3.80  -4.28% 

RB2001 3,470.00 3,446.00 3,470.00 3,418.00 -24.00  -0.69% 

RB1905 3,352.00 3,307.00 3,352.00 3,281.00 -45.00  -1.34% 

RB1910 3,747.00 3,715.00 3,747.00 3,686.00 -32.00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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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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 3720 3740 3670 -30 -0.81% 

广州 4040 4050 4050 4040 -10 -0.25% 

杭州 3730 3750 3770 3690 -20 -0.53% 

天津 3650 3620 3650 3590 30 0.83% 

均价 3814 3839 3839 3806 -25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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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16 日当周，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为 2328.8 万

吨，周比-2.315%，供应有所下降；巴西铁矿石发货量 721.6 万吨，周比-0.083%，

总体发货水平较历年居中；澳洲铁矿石发货量 1607.2 万吨，周比-3.286%；四大矿

商至中国的铁矿石合计发货量为 1888.7 万吨，周比-4.413%。上周海外矿山发货仍

然有所下跌。总体目前的发货量未能达到此前大幅增量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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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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97 万吨，周比-2.39%，为了控制钢厂利

润，山东四川河南等地钢厂主动停限产，本周钢材产量依然大幅下跌；全国建材钢

厂长流程螺纹钢实际产量为 313.53 万吨，环比-1.15%；短流程螺纹钢实际产量

38.44 万吨，环比-11.45%，短流程钢产量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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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4.33 万吨，周比+3.302%，港口库存大

幅增加；澳洲矿库存为 6162.55 万吨，周比+5.109%；巴矿库存 3453.78 万吨，周

比+2.677%，由于台风影响已经消失，本周铁矿到港量骤增，港库大幅增加。 

本周国内 64 家钢厂进口矿烧结粉矿总库存为 1563.88 万吨，周比-1.372%，仍在六

年同期最低徘徊；国内港口和钢厂总库存为 13548.21 万吨，周比+2.740%，钢厂

库存也开始下跌，钢厂接货意愿弱，但总体库存仍在增加。 

七月下旬国内钢厂进口矿平均天数为 27 天，较八月上旬-2 天。本周库存有所下

跌，仍在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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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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22 吨，周比-0.442%，钢厂连续累库的情况缓

解。全国 26 城螺纹钢社会库存为 600.96 万吨，周比-1.317%。全国社会钢厂合计

库存为 862.18 万吨，周比-1.054%。受主动限产影响，本周连续累库的情况持续好

转，厂库和社库均有所下跌，但库存水平仍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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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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4%，周比+0.08 个百分点；高炉开工率为

68.23%，周比 0.14 个百分点；山东四川等地钢厂自主限产颇有成效，高炉开工有

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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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5 万吨，周比+21.147%，本周疏港量

大幅抬升；港口成交量持续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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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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8%，周比+1.23 百分点，由于钢厂主动限产，近期钢厂盈

利比例有所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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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2 日，铁矿石 BCI-C5 运价为 10.232 美元/吨，周比-2.534%，BCI-C3

运费为 22.868 美元/吨，周比+1.388%，近期海运费仍在高位，处于六年同期最

高，海运市场持续旺盛。 

 

图 2.43 铁矿石进口利润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随着铁矿石价格不断下行，近期铁矿石贸易商进口利润持续抬升，贸易商进口意愿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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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铁矿石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由于目前主力合约已经转到 01 合约，而市场对近月看空情绪较浓，基差持续高位，

但随着后续铁矿石基本面的稳定，铁矿基差将不断收窄，机构可在 01 合约上进行买

套。 

 

螺纹钢： 

图 2.44 螺纹钢毛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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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06 元/日，周比+2.205%。近期螺纹钢毛利持续低位，轧钢

利润持续缩窄，但受到钢厂主动减产影响，近期利润有所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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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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由于螺纹钢基本面持续走弱，现货价格也通过大幅下跌向期价收拢，近期螺纹

基本面虽有所好转，但基差或仍在低位徘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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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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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0 元/吨，周比+1.702%，随着钢材利润的不断修

复，近期废钢价格有所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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