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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上周黑色期货整体延续了三月中旬以来的涨势，重心上移。其

中以原料端的铁矿涨幅靠前，成材端相对也比较坚挺，不过整体依旧

处于上升通道。 

铁矿：数据来看，供应端外矿发运环比回升，总量回升至 2100 

万吨上方，澳洲发运低位量低位回升，近期外矿发运尤其是澳洲发运

量波动较大，或导致后期国内到港量的大幅波动。需求端，钢厂高炉

产能利用率回升，总开工水平仍处于往年同期低位，但是受到目前高

品位矿现货偏紧，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整体价格依旧比较坚挺，

市场对于后期高炉限产预期仍然较强，铁矿石需求或维持平稳。 

总的来看，在成材持续走强的背景下，钢厂高利润对铁矿石形成

向上拉动，叠加目前矿石存在结构性矛盾，现货价格始终坚挺，预计

强势格局将延续。 

焦炭：目前焦企开工近期本就受环保影响，且近期落后焦化产能

继续淘汰，短期焦炭供给有继续收紧态势，叠加唐山 8 座高炉经过整

改合格后复产，高炉开工整体小幅增加。原料端，澳煤禁止通关影响 

5%左右焦煤供给，蒙煤增量难以弥补澳煤缺口；叠加下游焦化产能投

产，焦煤供需格局偏紧，成本支撑加强。整体来看焦炭趋势向好。 

成材：供应端，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回升，其中热卷产量回升较

为明显，不过继唐山之后邯郸地区限产趋严，同时市场对于后期限产

范围扩大的预期仍然较强，因此对供应端的影响将会持续。需求端，

上周全国建筑钢材贸易商周合计成交量为 136.51 万吨，环比上升 

13.84 万吨。上周总终端成交水平环比上升，价格持续上涨后市场成

交热情上升，日均成交水平达到月初高位水平。库存来看，Mysteel 

统计全国主要城市钢材社会库存为 1723.53 万吨，环比下降 61.46 

万吨；Mysteel 统计全国钢厂全品种库存为 678.27 万吨，环比下降 

31.81 万吨；社会+钢厂库存合计环比下降 93.27 万吨。上周库存降

速继续放缓，其中热卷库存降库较前期有明显放缓。 

总的来看，上周终端成交明显放量，日均成交水平达到近一个月

来的高位；库存降速继续放缓，其中热卷库存降速放缓较为明显。总

体而言，市场仍然对于政策端进一步限产有着较强的预期，或推动价

格进一步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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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1，4月 20日，越南工贸部发布第 1283/ QD-BCT号决议，对原产于中国和韩国的彩涂钢板

作出反倾销期中复审终裁，裁定中国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为 2.56%～34.27%。 

2， 中钢协：2021年 1-3 月，统计的会员生产企业用水总量 225.2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8.86%。水重复利用率 98.04%，同比提高 0.01个百分点。吨钢耗新水 2.34 立方米/吨，同

比下降 4.61%。 

3， 据 Mysteel不完全统计，2021年至今，已有 33 个钢铁项目开工、复产或投产。其中，

开工项目共 11个，涉及江苏德龙高端不锈钢冷轧项目开工和中天绿色精品钢绿色精品棒材

项目开工等。 

5，江苏对有关钢铁企业停止执行部分项目指标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的通知，涉及企业 3

家。 

6，山西省国资委：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动省属煤炭企业提高先进产能占比，

继续指导帮助企业压降负债、平滑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底线。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盘面上看，上周铁矿石主力 2109 合约震荡走强，收于 1104.5 元/吨，周环比上涨 

58.5 元/吨，成交 160.05 万手， 持仓 53.42 万手，持仓增加 3.32 万手。现货价格本周

普涨，中高品涨幅较大，低品表现仍相对偏弱，高低品价差进一步扩大。 

数据来看，供应端外矿发运环比回升，总量回升至 2100 万吨上方，澳洲发运低位量低

位回升，近期外矿发运尤其是澳洲发运量波动较大，或导致后期国内到港量的大幅波动。需

求端，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回升，总开工水平仍处于往年同期低位，但是受到目前高品位矿

现货偏紧，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整体价格依旧比较坚挺，市场对于后期高炉限产预期仍

然较强，铁矿石需求或维持平稳。库存上看，上周全国 45 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3320.20 万吨，环比增 4.83%；日均疏港量 284.40 万吨，环比降 5.61%。分量方面，澳

矿 6720.10万吨 ，降 38.1 吨，巴西矿 4050.90 吨 ，降 51.9吨。截至周五，64家钢厂

进口烧结粉总库存 1786.31 万吨；烧结粉总日耗 55.76 万吨；库存消费比 32.04，进口矿平

均可用天数 29天，烧结矿中平均使用进口矿配比 88.62%。 

总的来看，在成材持续走强的背景下，钢厂高利润对铁矿石形成向上拉动，叠加目前矿

石存在结构性矛盾，现货价格始终坚挺，预计强势格局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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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铁矿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 铁矿现货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3： 铁矿石疏港量 图 4： 铁矿石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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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澳巴发货量 图 6： 烧结库存与日耗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二、螺纹热卷走势与分析 

盘面上看，上周螺纹主力 2110 合约延续强势，收于 5299 元/吨，周环比上涨 183 元

/吨，成交 1135.80 万手，持 仓 162.91 万手，持仓增加 30.45 万手。 本周热卷主力 

2110 合约震荡走强，收于 5590 元/吨，周环比上涨 177 元/吨，成交 385.16 万手，持 

仓 71.23 万手，持仓增加 7.99 万手。上周全国主要地区螺纹钢现货价格普遍上涨。从利

润水平来看，盘面利润方面，截至上周，螺纹钢 2110 合约盘面利润为 1186.63 元/吨，较

前一周上升 109.37 元/吨； 热卷 2110 合约盘面利润为 1427.63 元/吨，较前一周上升 

53.37 元/吨。 现货利润方面，截至上周，螺纹钢现货利润为 917.28 元/吨，较前一周下

降 79.40 元/吨；热卷现货利润为 1232.48 元/吨，较前一周下降 31.20 元/吨。 

图 7： 铁矿石海运费 图 8： 铁矿现货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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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端，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回升，分品种合计产量大幅回升，其中热卷产量回升较

为明显，不过继唐山之后邯郸地区限产趋严，同时市场对于后期限产范围扩大的预期仍然较

强，因此对供应端的影响将会持续。需求端，上周全国建筑钢材贸易商周合计成交量为 

136.51 万吨，环比上升 13.84 万吨。上周总终端成交水平环比上升，价格持续上涨后市场

成交热情上升，日均成交水平达到月初高位水平。库存来看，Mysteel 统计全国主要城市钢

材社会库存为 1723.53 万吨，环比下降 61.46 万吨；Mysteel 统计全国钢厂全品种库存为 

678.27 万吨，环比下降 31.81 万吨；社会+钢厂库存合计环比下降 93.27 万吨。上周库存

降速继续放缓，其中热卷库存降库较前期有明显放缓。 

总的来看，上周终端成交明显放量，日均成交水平达到月初高位；库存降速继续放缓，

其中热卷库存降速放缓较为明显。总体而言，市场仍然对于政策端进一步限产有着较强的预

期，或推动价格进一步上行。  

图 9： 螺纹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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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热卷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1： 螺纹现货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2： 热卷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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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高炉开工率 图 14： 生铁产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5： 高炉利润 图 16： 电炉利润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7： 刚材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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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炭走势与分析 

上周焦炭主力合约开盘 2,543.0 元/吨，最高 2,619.5 元/吨，最低 2,510.0 元/吨，

收于 2,604.5 元/吨，较前一周结算价波动 63.5 元/吨，成交 844,223.0 手，持仓 

150,891.0 手。 

现货方面，港口库存：截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秦皇岛港煤炭总库存为 397.0 万

吨；曹妃甸港煤炭总库存为 409.2 万吨；国投京唐港煤炭库存量为 137 万吨，广州港库存 

270 万吨。110 家钢厂焦炭库存 468.17 万吨，100 家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 33.22 万吨。 

港口报价：京唐港澳洲主焦煤库提价 1750 元/吨，青岛港外贸澳洲主焦煤库提价 1755 元/

吨，连云港 澳洲主焦煤库提价 1835 元/吨，日照港澳洲主焦煤港口车板价 1710 元/吨，

天津港澳洲主焦煤港口库提 1580 元/吨。利润方面，全国 30家独立焦化厂平均吨焦盈利

374 元，环比增 69元。 

目前部分贸易资源落实焦炭价格 50-100 元/吨涨幅，而少数钢厂对高品资源已同意涨

价，预计本轮涨价将在博弈中逐步落实，焦企开工近期本就受环保影响，且近期落后焦化产

能继续淘汰，短期焦炭供给有继续收紧态势，叠加唐山 8 座高炉经过整改合格后复产，高

炉开工整体小幅增加。原料端，澳煤禁止通关影响 5%左右焦煤供给，蒙煤增量难以弥补澳

煤缺口；叠加下游焦化产能投产，焦煤供需格局偏紧，成本支撑加强。整体来看焦炭趋势向

好。 

图 18： 焦炭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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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高焦炭现货价格 图 20： 电焦化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1： 焦炭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2： 钢厂焦炭可用天数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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