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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延续了上周疲弱的走势，黑色期货盘面连同能化板块

急跌。短期黑色偏弱，反弹动力不足，趋势不变。 

铁矿：总体上看铁矿价格本周持续走低，不过目前依旧处于震荡区

间，下方已经触及非主流矿发货大增的起点价格 640-710 元/吨，预计
前低 600 附近支撑力度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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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监管部门强力出击遏制煤炭价格，动力煤

焦煤焦炭首当其冲，本周皆延续了上周的急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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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成本支撑增强。 

 

螺纹：供需数据上来看，库存整体是在走低，但是对比历史数据来

看，今年去库速度不及往年。由于近期需求端超预期走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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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房地产

数据没有明显起色，螺纹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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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 发改委：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全国所有产煤省份和重点煤炭企业的煤炭生产成本情

况进行了调查。初步汇总结果显示，煤炭生产成本大幅低于目前煤炭现货价格，煤炭价格存

在继续回调空间。 

◎ 生态环境部：拟于近期印发实施《2021-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

在实施范围上，考虑各地秋冬季大气环境状况和区域传输影响，2021-2022 年秋冬季攻坚范

围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和汾渭平原城市基础上，增加河北北部、山西北部、

山东东部和南部、河南南部部分城市。 

◎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2021 年 1-9月，协会直报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完成 20.8 亿吨，

同比增加 7749 万吨，增长 3.9%；营业收入（含非煤）为 27187.6 亿元，同比增长 19.0%；

利润总额（含非煤）为 1665.3 亿元，同比增长 86.6%。 

◎ 10 月 29 日 0时起，安阳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II 级响应）。 

◎ 据 Mysteel 不完全统计，2021 年 10月河北省共批复铁矿石相关项目 15 个。 

◎ 自山西省与 14 个省区市签订四季度煤炭中长期保供合同以来，截至 10 月 26 日，晋能控

股集团已累计向广西、江苏、吉林、安徽、上海、浙江等 6 个省份发运保供煤炭 329.2 万

吨。 

◎ 首钢京唐预计于 11 月 25日对一座 5500m3 高炉进行检修至 12 月 8日结束，为期 13 天左

右，影响铁水产量总计在 16万吨左右。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10 月 22 日钢联澳洲矿 7 日移动平均发货量 1426.5 万吨，周环比降 8.24%，

其中发往中国 1290.5 万吨，周下降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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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0%，环比上周下降 1.66%，同比去年下降

12.60%；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8.83%，环比下降 1.22%，同比下降 13.64%；钢厂盈利率

81.39%，环比下降 7.36%，同比下降 8.66%；日均铁水产量 211.31 万吨，环比下降 3.27 万

吨，同比下降 34.82 万吨。 

反应到库存，本周全国 45 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4491.95 万吨，环比增 446.47 万

吨；日均疏港量 289.39 万吨，增 13.06 万吨。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0415.1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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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环比减少 17.58 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61.96 万吨，环比减少 3.03 万

吨，库存消费比 39.76，环比增加 0.39。从库存来看，港库和厂库持续累积，基本面依旧偏

弱。 

总体上看铁矿价格本周持续走低，不过目前依旧处于震荡区间，下方已经触及非主流矿

发货大增的起点价格 640-710 元/吨，预计前低 600 附近支撑力度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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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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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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供给端，螺纹钢产量为 272.77 万吨，环比回落 3.78 万吨，产

量回落，短流程减产量较多，由于限电的影响，减产主要集中在黑龙江、河南、安徽等地。

需求端，本周表观消费量为 291.37 万吨，环比回落 32.35 万吨，需求超预期走弱。库存

上看，厂库增 7.52 万吨，社库降 26.12 万吨，总库存降 18.60 万吨为 831.76 万吨，库存

维持去库，但是由于需求不及预期，且持续走弱，去库弱于往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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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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几周的供需数据上来看，库存整体是在走低，但是对比历史数据来看，今年去库速

度不及往年。由于近期需求端超预期走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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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房地产数据没有明显起色，螺纹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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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钢厂库存由升转降，焦企去库放缓，港口库存微增；整体库

存低位续降、降幅收窄，焦炭总库存月度平均值为 982 万吨，焦炭最新总库存达到 977 万

吨，较上周略有下滑；焦炭库存驱动向上。据测算，10 月焦炭月度供需过剩 174 万吨，前

值 83 万吨。综上，当前焦炭供需双弱，库存低位略降，然焦钢产量比反弹，供需维持平

衡。 

从盘面来看，由于监管部门强力出击遏制煤炭价格，动力煤焦煤焦炭首当其冲，本周皆

延续了上周的急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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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成本支撑

增强。 

 

 

 

 

 

 

图 14： 焦炭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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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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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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告并不能完全

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

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

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

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

切买卖风险自负。 

 

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传送、翻版、

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

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