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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受到监管部门出手影响，黑色期货盘面连同能化板块急跌。

成材端也罕见出现跌停。短期黑色趋势偏弱，反弹动力不足。 

铁矿：总体上看铁矿价格大幅下跌后，目前处于震荡行情，下方已

经非常接近非主流矿发货大增的起点价格 6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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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铁矿库存持续累积，基

本面依旧偏弱，反弹动力不足，预计维持区间震荡为主。 

 

焦炭：从盘面来看，本周由于监管部门强力出击遏制煤炭价格，导

致焦煤焦炭本周领跌，不过我们注意到，尽管盘面焦炭主力本周跌近

1000 元，但是现货价格跌幅有限，有部分贸易商依旧挺价惜售。 

短期政策面主导，焦炭反弹动力有限，但当前焦炭依旧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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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支撑增强。在需求没有明显下滑的背景

下，焦炭的强势或将延续。 

 

螺纹：从这几周的供需数据上来看，库存整体是在走低。本周由于

黑色盘面普跌的影响，下游消费交投量明显萎缩，目前市场普遍处于观

望态度。短期螺纹上方压力偏大，需求驱动逻辑支撑减弱。套利方面，

随着全国多地限电情况有所缓解，制造业生产逐渐恢复正常，卷板需求

相对较好。房地产数据没有明显起色，螺纹相对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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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 10 月 22 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召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部分重点煤炭企业开

会，研究制止煤炭企业牟取暴利、保障煤炭价格长期稳定在合理区间的具体政策措施。 

◎ 国家发改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21

年 10月 22 日 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300 元和 290 元。 

◎ 国家税务总局：为配合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相关工作，对煤电和供热企业今年四

季度应缴纳税款全部办理缓税。 

◎ 10 月 21 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组织分析师及研究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视频会议，参会委

员认为，煤炭是重要基础能源，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促进市场

回归理性，是关乎国计民生、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 

◎ 在 2021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发布《全球

锂、钴、镍、锡、钾盐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2021)》。 

◎ 日前，全国工商联在对 5785 家上年度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情况进行

研究分析基础上，形成“2021 民营企业研发投入 500 家”和“2021 民营企业发明专利 500

家”榜单。 

◎ 截至 10 月 18日，中国华能煤炭产量同比增加 764 万吨，增长了 12.67%；核增优质产能

1930 万吨/年，为今冬明春煤炭保供奠定坚实基础。 

◎ 鄂尔多斯煤炭协会牵头组织，广大煤炭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承诺从 2021 年 10

月 21日 18 时起，已签订煤炭供应中长期合同的，要按照合同约定价格执行；未签订中长期

合同的市场煤要在 10 月 19 日坑口价的基础上降价不低于 100 元/吨。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10 月 15 日钢联澳洲矿 7 日移动平均发货量 1556.6 万吨，周环比增 3.74%，

其中发往中国 1294.5 万吨，周下降 2.7%。澳洲铁矿石发运保持高位，海外分流效应明显，

但到港量依旧处于高位。 

需求端，本周 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6.55%，环比上周下降 1.52%，同比去年下降

11.73%；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0.05%，环比下降 0.61%，同比下降 12.29%。全国 71 家独立

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58.59%，环比下降 0.78%，同比下降 11.61%。其中华东、华中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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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小幅下降趋势，华南呈现小幅上升趋势，其余区域持平。需求端受到政策面影响难有起

色。 

反应到库存，全国 45 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4045.48 万吨，环比增 147.29 万吨；日

均疏港量 276.33 万吨，增 8.91 万吨。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0432.77 万吨，环

比增加 57.25 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65.00 万吨，环比减少 0.83 万吨，库存

消费比 39.37，环比增加 0.34。从库存来看，港库和厂库持续累积，基本面依旧偏弱。 

总体上看铁矿价格大幅下跌后，目前处于震荡行情，下方已经非常接近非主流矿发货大

增的起点价格 6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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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铁矿库存持续累积，基本面依旧偏弱，反弹动力不足，预计维持区间震荡为主。 

 

图 1： 铁矿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 澳矿发运量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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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ist1.mysteel.com/article/p-42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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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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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大品种钢材产量 878.87 万吨，周环比减少 35.11 万吨；五

大品种钢材表观消费量 925.93 万吨，周环比减少 75.1 万吨；钢材总库存量 1716.17 万吨，

周环比减少 47.06 万吨。其中，钢厂库存量 503.08 万吨，周环比增加 2.98 万吨；社会库存

量 1213.09 万吨，周环比增加 44.08 万吨。由于下游限产检修加严以及钢厂利润的回落，钢

图 5： 铁矿石港口库存  万吨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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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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开工率持续下滑。而下游交投热情本周退温，主要以刚需为主，供需两端持续走弱，库存

出现反弹。 

从这几周的供需数据上来看，库存整体是在走低。本周由于黑色盘面普跌的影响，下游

消费交投量明显萎缩，目前市场普遍处于观望态度。短期螺纹上方压力偏大，需求驱动逻辑

支撑减弱。 

图 7： 螺纹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8： 螺纹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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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高炉开工率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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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2： 高炉炼钢利润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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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teel 调研显示，本周独立焦化厂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 74.18%，环比上周减

0.21%；日均产量 63.12，减 0.17；焦炭库存 122.83，减 7.21；炼焦煤总库存 1334.1，减

12.47，平均可用天数 15.89 天，减 0.10 天。供应方面，本周独立焦企开工略有下降，钢厂

焦化开工略有上升，叠加之后的日产量略微上浮，随着山西地区运输恢复，独立焦企降库明

显；需求方面，下游钢厂基本维持前期限产幅度，江苏地区部分钢厂复产，焦炭日耗提升，

整体钢厂库存略微上浮，但比较往年同期偏低，后期有增库趋势。焦炭的供应与需求目前基

本维持平衡。 

从盘面来看，本周由于监管部门强力出击遏制煤炭价格，导致焦煤焦炭本周领跌，不过

我们注意到，尽管盘面焦炭主力本周跌近 1000 元，但是现货价格跌幅有限，有部分贸易商

依旧挺价惜售。 

短期政策面主导，焦炭反弹动力有限，但当前焦炭依旧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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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支撑增

强。在需求没有明显下滑的背景下，焦炭的强势或将延续。 

 

 

 

 

图 14： 焦炭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https://jiaotan.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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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焦炭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6： 焦炭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7： 焦炭钢厂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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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电话：021-5407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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