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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出现分化，成材持续走弱，铁矿破位下行，焦炭企

稳。 

铁矿：铁矿价格本周持续走低，期货主力合约已经下破 600 关口，

跌出之前的震荡区间，目前在黑色系普遍偏弱的行情下，铁矿石反弹动

力不足，叠加铁矿库存持续累积，基本面依旧偏弱，预计维持震荡为

主。 

 

焦炭：Mysteel 调研显示，本周，钢厂库存再次走高，钢厂库存，
港口库存微增，焦炭库存驱动减弱。消息面上，近期发改委再发文，强

调了煤炭供应缓解，钢厂库存回升这一情况，给到了焦炭一定压力。短

期，焦炭供需双弱的格局不会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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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迎来了两周的急跌，

不过本周焦炭止跌在低位区间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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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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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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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期成材盘面持续走低，

需求端超预期走弱，下游交投冷清，需求驱动逻辑支撑减弱。不过短期

钢材和铁矿石价格并非非理性暴跌，而是理性回归，成材价格逐步接近

历史平均水平，因此不用过度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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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 国家税务总局：截至 11 月 4日，全国为煤电和供热企业共办理“减、退、缓”税 150.7

亿元，其中累计办理减免税 57.8 亿元，缓退税 92.9 亿元，切实缓解了煤电和供热企业资金

压力和生产经营困难，促进了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 

◎ 中钢协：10 月下旬重点钢企粗钢日产 173.53 万吨，环比下降 7.43%、同比下降

19.53%；钢材库存量 1284.49 万吨，比上一旬下降 0.16 万吨，下降 0.01%。 

◎ 全国煤炭交易中心：长协煤流向监管信息系统即将上线运行，该系统上线后将有助于提

高煤炭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率，对推动煤炭上下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煤炭市场供需平

衡具有重要意义。 

◎ 国家开发银行：将设立专项贷款，支持煤炭主产区和重点煤炭企业增加电煤供应，支持

供电、供暖重点地区重点电力企业电煤储备，努力缓解煤电企业经营困难，全力做好今冬明

春能源保供金融服务工作。 

◎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11 月 4日，德州、聊城、菏泽、枣庄、临沂

等市出现中度污染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重污染天气过程。目前，山东省已经按照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做好部署，聚焦石化、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严厉打击旁路排污、治污设施

不正常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 

◎ 临汾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自 11 月 2日 20 时起，在平川 7 县（市、区）、古县和

临汾经济开发区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 襄阳市发布重污染天气Ⅲ级(黄色)预警，11 月 2日为重度污染，11 月 3日为中度到重

度污染，11 月 4日为轻度到中度污染，11 月 5日到 6日为中度到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均

为 PM2.5。 

◎ 据国家发改委，随着全国煤炭产量持续增长和电煤装车快速增加，11 月份以来电厂供煤

持续大于耗煤，库存日均增加 160 万吨，存煤水平快速提升。11 月 5日，电煤装车 6.5 万

车，同比增长 39%；电煤供大于耗 182 万吨，电厂存煤达到 1.16 亿吨，可用 20 天。 

◎ 沙钢自 2021 年 11 月 8日起废钢价格下调 50 元/吨，具体废钢价格以 2021-F37 价格为

准。 

◎ 唐山市重污染天气应对指挥部研究决定，自 11 月 7日 8 时起全市解除重污染天气Ⅱ级应

急响应。全市要继续按照《唐山市 11 月份管控方案》落实各项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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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11 月 3日我国铁矿 7 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增 4.56%，月环比增

22.69%；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2.34%，月环比增 18.28%；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19.55%，月环比降 33.93%。整体到港量保持高位，从到港与到泊位数据来看，压港量依旧

比较大。 

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日均铁水产量 204.89 万吨，环比下降 6.42 万吨，同比下降

40.71 万吨。进口铁矿消耗量环比下降 9.24 万吨，同比下降 50.94 万吨。在终端需求弱

势，钢厂压减粗钢产量情况下，钢材库存未出现下降。 

总体上看铁矿价格本周持续走低，期货主力合约已经下破 600 关口，跌出之前的震荡区

间，目前在黑色系普遍偏弱的行情下，铁矿石反弹动力不足，叠加铁矿库存持续累积，基本

面依旧偏弱，预计维持震荡为主。 

 

图 1： 铁矿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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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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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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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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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据 Mysteel 数据，本周全国钢厂高炉开工率 52.1%，环比下降 1.1%。五大钢材品种产

量环比回升 43 万吨至 922 万吨，其中螺纹产量回升 18 万吨至 291 万吨。螺纹表观消费

环比虽回升 12 万吨至 304 万吨，但钢铁周度表需同比降幅超过 20%，甚至低于 2016 年

同期，需求弱势较明显。五大钢材品种库存环比下降 7 万吨至 1709 万吨，其中社会库存 

下降 39 万吨至 1174 万吨，钢厂库存增加 32 万吨 535 万吨。螺纹钢社库下降 31 万吨

至 558 万吨，厂库增加 18 万吨至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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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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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期成材盘面持续走低，需求端超预期走弱，下游交投冷清，需求驱动逻

辑支撑减弱。不过短期钢材和铁矿石价格并非非理性暴跌，而是理性回归，成材价格逐步接

近历史平均水平，因此不用过度恐慌。 

图 7： 螺纹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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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螺纹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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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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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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焦炭走势与分析 

Mysteel 调研显示，本周，钢厂库存再次走高，钢厂库存，港口库存微增，焦炭库存驱

动减弱。消息面上，近期发改委再发文，强调了煤炭供应缓解，钢厂库存回升这一情况，给

到了焦炭一定压力。短期，焦炭供需双弱的格局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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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迎

来了两周的急跌，不过本周焦炭止跌在低位区间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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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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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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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焦炭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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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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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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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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焦炭钢厂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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