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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依旧偏弱，成材持续走弱，铁矿止跌震荡，焦炭

维持震荡偏弱走势。 

铁矿：铁矿价格本周延续了上周的弱势，期货主力合约持续在

550 附近震荡，目前在黑色系普遍偏弱的行情下，铁矿石反弹动力

不足，难以走出独立行情，叠加铁矿库存持续累积，基本面依旧偏

弱，预计维持震荡偏弱为主。 

 

焦炭：数据显示，本周 Mysteel 统计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

本：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 72.17%，环比上周减 0.46%；日均产

量 52.40，减 0.55；焦炭库存 140.35，增 32.05；炼焦煤总库存

1125.93，减 23.97，平均可用天数 16.16 天，减 0.17 天。短期，

焦炭供需双弱的格局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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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限电、限产严

重，钢材产量或继续下降；但是需求同样受到严重影响。虽然 10、

11 月旺季螺纹钢需求保持一定数值，但从库存产量比来看，目前库

存绝对值虽然低于 2020 年但社会库存量仍然偏高，螺纹钢可能不会

出现大面积的短缺。 

 

 

 

 

 

 

 

 

 

        

https://jiaotan.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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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 11月 12日，发改委印发关于《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的通

知，到 2025年，资源型地区资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 国家能源局：加强高耗能行业自备电厂管理。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高耗能行业自备电

厂，电力调度机构在紧急情况时，在维持正常保安用电的前提下，可按照相关规定，对高耗

能行业用户采取相关措施。 

◎ 工信部公布第三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名单，涉及冶金企业 4家。 

◎ 中钢协：在产能产量“双控”、能耗总量强度“双控”和“双碳”目标下，要求钢铁行

业必须减量发展。 

◎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督促煤矿企业科学统筹、合理规划、实事求是，遵循煤矿安全

生产科学规律，在确保生产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有序的释放产能，严禁不管不顾、一哄而

上，超强度、超定员生产，严禁打着保供的旗号越安全红线、破安全底线。 

◎ 曲沃县人民政府：按照《技术指南》要求，晋南钢铁、通才工贸等 2家企业被评定为 C

级，高炉、烧结、球团、配套石灰窑限产 50%，每座转炉日出钢数不大于 26 炉。 

◎ 关于云南曲靖钢铁集团呈钢钢铁有限公司 260万吨转型升级钢铁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

见，利用现有生产装置，建设年产生铁 226万吨、粗钢 260万吨、钢材 296 万吨、活性石灰

20 万吨、烧结矿 310万吨、球团矿 120万吨生产线及辅助设施。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11月 10日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16.31%，月环比降 8.39%。

澳洲铁矿发运三大港以外铁矿发运或 受利润影响下降幅度较大。 

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日均铁水产量 202.99万吨，环比下降 1.89万吨，同比下降

42.19 万吨。进口铁矿消耗量环比下降 1.07万吨，同比下降 51.55万吨。铁水继续下降， 

速度有放缓，钢厂依旧维持刚性采购。本周 Mysteel 统计全国 45港进口铁矿库存 15005.7

万吨，环比增 301.87万吨；日均疏港量 271.85万吨，降 11.94万吨。 

总体上看铁矿价格本周延续了上周的弱势，期货主力合约持续在 550附近震荡，目前在

黑色系普遍偏弱的行情下，铁矿石反弹动力不足，难以走出独立行情，叠加铁矿库存持续累

积，基本面依旧偏弱，预计维持震荡偏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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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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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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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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据 Mysteel数据，本周 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1.59%，环比上周增加

0.69%，同比去年下降 14.74%；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5.72%，环比下降 0.71%，同比下降

16.39%；钢厂盈利率 49.78%，环比下降 22.08%，同比下降 42.86%；日均铁水产量 202.99

万吨，环比下降 1.89万吨，同比下降 42.19万吨。本周 Mysteel调研全国 71家独立电弧炉

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56.14%，周环比降 0.78%，年同比降 11.27%；产能利用率 50.99%，周

环比降 2.16%，年同比降 7.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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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限电、限产严重，钢材产量或继续下降；但是需

求同样受到严重影响。虽然 10、11月旺季螺纹钢需求保持一定数值，但从库存产量比来

看，目前库存绝对值虽然低于 2020年但社会库存量仍然偏高，螺纹钢可能不会出现大面积

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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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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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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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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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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焦炭走势与分析 

数据显示，本周 Mysteel 统计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

72.17%，环比上周减 0.46%；日均产量 52.40，减 0.55；焦炭库存 140.35，增 32.05；炼焦

煤总库存 1125.93，减 23.97，平均可用天数 16.16 天，减 0.17 天。短期，焦炭供需双弱的

格局不会改变。 

https://jiaotan.mysteel.com/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黑色>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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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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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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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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