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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上周黑色期货分化严重。炉料端，焦煤焦炭保持 7 月来的上涨

势头，本周持续高位宽幅震荡，而铁矿延续下跌行情，持续在 700 上

方震荡。成材端，螺纹热卷震荡上行，主力合约逼近 2 个月来的高

点。 

铁矿：Mysteel 数据来看，上周澳洲巴西铁矿发运总量 2565.5 万

吨，环比减少 49.5 万吨。澳洲发运量 1797.2 万吨，环比减少 50.0 万

吨；其中澳洲发往中国的量 1532.3 万吨，环比减少 49.9 万吨；巴西

发运量 768.3 万吨，环比增加 0.5 万吨。不过整体发运水平保持高位

运行，进口矿供应依旧宽松。需求端，8 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

钢日产 205.27 万吨，环比下降 3.99%；生铁日产 181.81 万吨，环比

下降 2.85%；钢材日产 209.30 万吨，环比增长 1.54%。目前铁矿价格

大幅下跌后，已经非常接近非主流矿发货大增的起点价格 650-740 元/

吨，预计这一区间支撑力度较强，铁矿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因此铁

矿预计维持震荡走势。 

焦炭：当前焦炭依旧处于 6 月底以来的去库的阶段，上游焦煤供

应持续偏紧，煤矿生产仍受环保及安全检查影响，增量释放有限，价

格连续上涨，成本支撑增强。现货端，目前第十轮提涨正在进行，山

东以及西北地区焦企限产严格，产量下滑。下游处于传统消费旺季，

钢厂限产程度预计不大，在需求没有明显下滑的背景下，焦炭的强势

或将延续。 

螺纹：据 Mysteel 数据，上周全国螺纹钢表观需求环比+0.11 至

339.7 万吨，需求有所回暖。供给端，上周全国高炉铁水产量保持平

稳。日均铁水产量+0.4 至 227.45 万吨。据 Mysteel 数据，五大品种

钢材周产量环比+3.3 至 1016 万吨；其中螺纹产量+7.2 至 334.6 万

吨。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周环比-23 至 2134.7 万吨，其中螺纹社会

库存环比-5.7至 1147万吨。    

从这几周的供需数据上来看，螺纹持续在走去库进程。今年的传

统消费旺季，对于螺纹钢需求的拉动依旧可期，叠加 9 月钢厂限产区

域进一步扩大，供需缺口或将持续。从下游贸交投来看，成交量持续

回升，市场态度转暖。我们预计螺纹钢或将保持震荡偏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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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 钢铁行业两大重磅文件《钢铁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及《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预计在今年底前正式发布。有权威人士表示，近期正进一步研讨和完善《方

案》中的内容。修改后的《方案》的总体基调将更稳健，《方案》中涉及钢铁行业减碳目

标、技术路线、降碳路径等内容将更客观、更科学。 

◎ 统计局：8 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同比上涨 26.3%，燃料动力类

价格同比上涨 26.2%。 

◎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组织开展矿山外包工程和资源整合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异地督导

检查。督导工作分 4批进行，每批均派出 6个督导组（煤矿、非煤矿山各 3个组）。 

◎ 河南省工信厅批复同意锦塬煤业、白坪煤矿复工复产。 

◎ 山东省：将聚焦钢铁、焦化、煤电、水泥、煤炭、化工等 8 个重点行业，加快淘汰低效

落后产能，分类组织实施转移、压减、整合、关停等重点任务。 

◎ 武汉拟出台楼市新规：中心城区新建商品住房按照不低于住宅面积 6%的比例配建保障性

租赁住房。 

◎ 据 Mysteel 不完全整理，截止 9 月 9 日，2021 年 8 月 24 省（市、区）共开工 2901 个项

目，环比降 54.6%；总投资额 18560.4亿元，环比降 32.8%，同比增 22.9%。 

◎ 上海在《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到，力争“十四五”期间工业投资规模

累计达到 8500亿元左右。 

◎ 上期所：自 2021 年 9 月 14 日交易（即 9 月 13 日晚夜盘）起，非期货公司会员、客户在

不锈钢 SS2110和 SS2111合约日内开仓交易的最大数量为 2000手。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Mysteel数据来看，上周澳洲巴西铁矿发运总量 2565.5万吨，环比减少 49.5万吨。澳

洲发运量 1797.2万吨，环比减少 50.0万吨；其中澳洲发往中国的量 1532.3 万吨，环比减

少 49.9万吨；巴西发运量 768.3万吨，环比增加 0.5万吨。不过整体发运水平保持高位运

行，进口矿供应依旧宽松。需求端，8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日产 205.27 万吨，环

比下降 3.99%；生铁日产 181.81 万吨，环比下降 2.85%；钢材日产 209.30 万吨，环比增长

1.54%。目前铁矿价格大幅下跌后，已经非常接近非主流矿发货大增的起点价格 650-740元/

吨，预计这一区间支撑力度较强，铁矿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因此铁矿预计维持震荡走势。 

https://coal.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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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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矿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3： 澳矿发运量 图 4： 巴西矿发运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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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高低品铁矿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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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据 Mysteel数据，上周全国螺纹钢表观需求环比+0.11至 339.7万吨，需求有所回暖。

供给端，上周全国高炉铁水产量保持平稳。日均铁水产量+0.4至 227.45万吨。据 Mysteel

数据，五大品种钢材周产量环比+3.3至 1016万吨；其中螺纹产量+7.2至 334.6万吨。五大

品种钢材社会库存周环比-23至 2134.7万吨，其中螺纹社会库存环比-5.7 至 1147万吨。    

从这几周的供需数据上来看，螺纹持续在走去库进程。今年的传统消费旺季，对于螺纹

钢需求的拉动依旧可期，叠加 9月钢厂限产区域进一步扩大，供需缺口或将持续。从下游贸

交投来看，成交量持续回升，市场态度转暖，我们预计螺纹钢或将保持震荡偏强格局。 

图 6： 铁矿石港口库存  万吨 图 7： 铁矿港口疏港量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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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螺纹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9： 螺纹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0： 高炉开工率 图 11： 粗钢产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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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全国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为 74.22%，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为 85.45%，环比减

少 0.15%，日均铁水产量 227.45 万吨，环比减少 0.4 万吨；全国 163家钢厂高炉检修容积

234955m³，环比增加 3290m³，检修影响日均铁水产量 71.35万吨，环比增加 1.74万吨，限

产影响日均铁水产量 5.79 万吨。 

 

图 12：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3： 高炉炼钢利润 图 14： 电炉炼钢利润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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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炭走势与分析 

7月份，全国焦炭产量 3879万吨，同比下降 2.9%，环比减少 12万吨，下降 0.31%，连

续第三个月环比下降。2021 年 1-7月份，全国焦炭产量 27644万吨，同比增长 3.2%。 

截止 9 月 3 日，Mysteel 统计独立焦企全样本：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 80.79%，较上

月同期下降 0.75%。8 月份焦企开工稳中略有下降，山西整体限产力度减弱，但是个别焦企

由于原料问题有主动限产情况；8 月底山东地区部分焦企开始限产，且限产情况仍在加严。

从周度的焦化厂开工率来看，受到自身限产以及利润被挤压的影响下，开工率持续走弱，导

致焦炭产量环比持续走低。 

 

 

图 15： 焦炭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6： 焦炭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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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港口库存来看，截至 9 月 3 日，天津港焦炭库存为 15 万吨、连云港 4 万吨、日照港

42 万吨、青岛港 99 万吨，四港总库存量为 160 万吨，较上月底减少 18.6 万吨，减幅

10.41%。8月焦炭港口库存继续下滑，由于焦炭价格连续提涨，贸易商采购需求减少。 

钢厂库存来看，截止 9 月 3 日，焦炭总库存为 442.72 万吨，较上月同期减少 19.06

吨，减幅为 4.13%；样本焦化厂焦炭库存为 23.91 万吨，较上月同期减少 10.86 万吨，减幅

为 31.23%；样本钢厂焦炭库存为 418.81 万吨，较上月同期减少 8.2 万吨，减幅为 1.92%。8

月焦钢厂焦炭库存继续减少，焦企以出货为主，下游钢厂维持按需采购。 

 

图 17： 焦炭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8： 焦炭钢厂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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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当前焦炭依旧处于 6 月底以来的去库的阶段，上游焦煤供应持续偏紧，煤矿

生产仍受环保及安全检查影响，增量释放有限，价格连续上涨，成本支撑增强。现货端，目

前第十轮提涨正在进行，山东以及西北地区焦企限产严格，产量下滑。下游处于传统消费旺

季，钢厂限产程度预计不大，在需求没有明显下滑的背景下，焦炭的强势或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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