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钢矿> 2019.08.3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1/13 

  

金九银十旺季将至  黑色仍有反弹空间  

<钢矿>  2019.08.30 

 

 

 

✦  

 

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

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邮编：200030 

电话：021-54071958 

信箱：dlqhyfb@126.com 

 

研究员 

姓名：袁徐超 

从业证号：F0235779 

投资咨询证号：Z0000045 

电话：021-24016152 

邮箱：yuanxuchao_2000@163.com 

 

助理研究员 

姓名：戚纯怡 

从业证号：F3047443   

电话：021-54071090  

邮箱：kamuipalm@163.com 

主要内容： 

✦ 本周铁矿石盘面连续两周维持低位震荡，现货价格

小幅下跌。螺纹盘面大幅下跌，现货价格也有下行。 

✦ 从基本面来看，由于澳洲港口检修，上周海外铁矿

石发运有所下跌，但巴西发货仍在持续增加，目前发

货量总体处于高位，但未大幅度增量；近期钢厂利润

持续低位，钢厂对进口矿的偏好下跌，钢厂库存下

跌；但由于海外发货逐步政策，港口库存逐渐累积；8

月各地钢厂主动停限产步入尾声，近期高炉产能利用

率逐步回升；近期日均疏港量持续上升，出货顺畅，

但由于钢材产量下跌，需求不振，港口成交量平稳下

行，目前以钢厂采购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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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外矿山发货持续高位，港口库存

累计，虽然 8 月限产已进入尾声，但钢厂仍没有太大

接货意愿，叠加 9 月新一轮停限产即将来临，预计短

期铁矿需求仍然萎靡。但由于目前贸易商出货较为顺

畅，叠加近期澳洲港口检修，对铁矿价格有一定支

撑，预计短期矿价将稳定在 570 元左右，比较难有更

大的下跌，但上行推动力也不太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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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令矿价仍没有起

色，铁矿偏弱的行情或将持续至年底，矿价或在 500-

600 元之间宽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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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目前主力合约已经转到 01 合约，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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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各地限产临近尾声，螺纹钢产量维持平稳小幅下跌，钢厂利润也

维持在 350 元左右。钢厂库存大幅累积，由于需求滞缓，城市库存也大幅去库，短期

螺纹需求较差，库存压力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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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看，由于

钢厂利润持续低位，9 月限产即将开启，螺纹产量可能仍然维持平稳，螺纹可能会陷入

供需双弱的状态，叠加原材料成本下降，价格仍然维持震荡。中长期来看，如果 9-10

月消费旺季来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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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钢厂利润又因为前期需求而修复，产量上涨，螺纹可能继续承压下行。然而预计今

年房地产虽然有走弱趋势，但较好的施工数据可能持续到年底，在需求支撑下螺纹价

格可能不会大跌，四季度或维持震荡偏弱。 

✦ 由于螺纹钢仍处于供需双弱的情况，加上 10 合约临近交割，主力合约不断收窄，近

期基差或仍在低位徘徊，但进入 9-10 月需求旺季，螺纹需求抬升，基差可能还有上涨

空间，叠加主力合约移仓换月，建议投资者可在 01 合约上进行卖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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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713 710 710 -3 -0.42% 

京唐港 710 713 710 710 -3 -0.42% 

青岛港 692 703 696 692 -11 -1.56% 

日照港 695 706 699 692 -11 -1.56% 

天津港 720 720 720 714 0 0.00% 

五大港口均价 705.4 711 706.4 706.4 -5.6 -0.79% 

 

合约名称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I2001 593.50 607.50 607.50 580.00 14.0  2.359% 

I1905 545.00 561.50 561.50 538.50 16.5  3.028% 

I1909 700.00 725.00 725.00 693.50 25.0  3.571% 

普氏 62 85.00  81.45  86.00  81.45  -3.55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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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0 3690 3660 3580 -100 -2.71% 

广州 4000 4040 4030 4000 -40 -0.99% 

杭州 3620 3730 3690 3610 -110 -2.95% 

天津 3620 3650 3620 3590 -30 -0.82% 

均价 3740 3815 3755 3736 -75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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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当周，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为 2198.2 万

吨，周比-5.608%，供应有所下降；巴西铁矿石发货量 837.9 万吨，周比

+16.117%，发货水平又大幅抬升；澳洲铁矿石发货量 1360.3 万吨，周比-

15.362%，近期港口检修导致发运减少；四大矿商至中国的铁矿石合计发货量为

1788.2 万吨，周比-5.321%。受澳洲港口检修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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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63 万吨，周比-0.95%，本周限产临近尾

声，螺纹产量小幅下跌；全国建材钢厂长流程螺纹钢实际产量为 309.06 万吨，环比

-1.43%；短流程螺纹钢实际产量 39.57 万吨，环比+2.94%，近期废钢价格下跌，

短流程钢产量有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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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1.4 万吨，周比+1.227%，港口库存大

幅增加；澳洲矿库存为 6234.9 万吨，周比+1.174%；巴矿库存 1488.66 万吨，周

比-0.569%，库存水平持续处于历年同期高位。由于近期澳矿到港量增加，澳矿库

存有所增长。 

本周国内 64 家钢厂进口矿烧结粉矿总库存为 1488.66 万吨，周-4.810%，近期有所

下降，仍在六年同期最低徘徊；国内港口和钢厂总库存为 13620.06 万吨，周比

+0.530%，总体库存仍在增加。近期钢厂利润持续走弱，钢厂对进口矿的偏好下

跌，钢厂库存下跌；但由于海外发货逐步政策，港口库存逐渐累积。 

七月下旬国内钢厂进口矿平均天数为 24 天，较八月中旬-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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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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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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9 吨，周比+3.323%，由于近期限产走向尾

声，本周钢厂大幅累库。全国 35 城螺纹钢社会库存为 609.48 万吨，周比-

3.501%。全国社会钢厂合计库存为 879.38 万吨，周比-1.504%。本周主动限产临

近尾声，钢厂库存大幅累积，由于需求滞缓，城市库存也大幅去库，短期螺纹需求

较差，库存压力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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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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5%，周比+0.21 个百分点；高炉开工率为

67.96%，周比-0.27 个百分点；8 月山东四川等地钢厂自主限产临近尾声，限产放

松，高炉产能利用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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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 万吨，周比+0.616%，本周疏港量

始终处于高位；港口成交量持续下跌，成交主要集中在钢厂采购，贸易商以稳定出

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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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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1%，周比+1.23 百分点，由于钢厂主动限产加上成本下

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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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铁矿石 BCI-C5 运价为 10.282 美元/吨，周比+0.489%，BCI-C3

运费为 26.191 美元/吨，周比+14.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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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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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734 元/吨，周比+3.911%。近期螺纹钢毛利有所回升，但仍

在 360 元左右徘徊，轧钢利润持续缩窄，由于近期供需双弱，钢厂利润维持平稳低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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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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螺纹钢仍处于供需双弱的情况，加上 10 合约临近交割，主力合约不断收窄，近

期基差或仍在低位徘徊，但进入 9-10 月需求旺季，螺纹需求抬升，基差可能还有上

涨空间，叠加主力合约移仓换月，建议投资者可在 01 合约上进行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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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0 元/吨，周比-4.184%，由于需求持续不振，叠加

钢价下移，废钢价格近期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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