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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依旧偏弱震荡格局，市场对于 10 月成材需求的大

幅下滑已有预期，黑色系易跌难涨格局不变。 

铁矿：总体上看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持续在 500 附近震荡，目前

在需求偏弱的大环境下，铁矿很难走出独立行情，目前成材端进入

了传统淡季，预计铁矿基本面依旧偏弱，维持震荡偏弱运行。 

 

焦炭：本周第五轮提降完成全面落地，市场累降 1000 元/吨，

市场情绪有所反复。不过短期依旧是政策面主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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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成本支撑增强。 

 

螺纹：随着市场限电、限产严重，日均铁水产量保持继续下

降；但是需求同样受到严重影响，10 月出炉的地产数据证实了今年

金九银十的疲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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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不太可能出现之前预期的短缺，需求驱动的核心

逻辑下，螺纹易跌难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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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 国家发改委：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然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只有更加做好高耗能行业

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工作，才能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 国家发改委：推动能源、钢铁、焦化、建材等重点行业“一行一策”绿色转型升级，加

快存量企业及园区实施涵盖节能、节水、节材、减污、降碳的系统性清洁生产改造，紧扣环

境污染的关键行业，从源头、过程及末端的全过程控制，突破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的难点。 

◎ 国家统计局：2021年 10 月份，中国钢筋产量为 1891.7万吨，同比下降 20.6%；1-10月

累计产量为 21412.3万吨，同比下降 1.8%。 

◎ 国家统计局：前 10月河北、江苏、山东、辽宁、山西 5省粗钢产量合计为 47666.4万

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54.35%。 

◎ 海关总署：2021年 10 月，中国出口钢铁板材 308 万吨，同比增长 26.3%；1-10月累计

出口 3902万吨，同比增长 45.1%。 

◎ 商务部：决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终止对印度尼西亚广青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进口不锈

钢钢坯和不锈钢热轧板/卷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调查。详情>> 

◎ 陕西省发改委：抓紧制定能耗双控精细化管理措施，做到分类施策、因业施策、精准调

控，有保有压，既不松劲，也不加码，有序推进能耗双控工作。 

◎ 河南省发改委：实施煤炭替代以促进煤炭清洁化利用为方向、提升煤炭利用效率为重

点，坚持总量控制、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科学有序，坚决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 

◎ 黑龙江矿山安全监察局：2021年 11月 1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在黑龙江省范围内对正

常生产建设煤矿开展供电安全专项检查。 

◎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拟 2021年 11 月开工新建 70吨电炉 1 座，产能 50万

吨；100吨电炉 1座，产能 75万吨。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11月 17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增 3.62%，月环比降

4.3%。澳洲三大港以外铁矿发运触底反弹，黑德兰港 Royhill铁矿发运或因检修暂停，BHP

与 FMG发运正常，Rio Tinto 发运偏弱。巴西矿 7 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3.71%，月环

比增 0.55%。巴西 Vale南部与东南部矿区降雨量达到近 5年历史高位，影响两地发运。 

https://hebei.mysteel.com/
https://jiangsu.mysteel.com/
https://shandong.mysteel.com/
https://liaoning.mysteel.com/
https://gangpi.mysteel.com/
https://rezha.mysteel.com/
https://news.mysteel.com/21/1118/09/933414114E6CB9F0.html
https://shaanxi.mysteel.com/
https://henan.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tianjin.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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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日均铁水产量 201.98万吨，环比下降 1.02万吨，同比下降

41.95 万吨。进口铁矿消耗量周环比下降 0.6万吨，同比下降 50.7万吨。本周钢联铁水产

量继续下降，但是幅度收窄。预计 11月份生铁产量月环比依旧呈下降状态。本周 Mysteel

统计全国 45港进口铁矿库存 15106.19万吨，环比增 100.49万吨；日均疏港量 289.75万

吨，增 17.9万吨。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0669.28 万吨，环比减少 47.32万吨；当前

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51.05万吨，环比减少 0.59万吨，库存消费比 42.5，环比减少

0.09。 

总体上看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持续在 500附近震荡，目前在需求偏弱的大环境下，铁矿很

难走出独立行情，目前成材端进入了传统淡季，预计铁矿基本面依旧偏弱，维持震荡偏弱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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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0.34%，环比上周下降

1.24%，同比去年下降 16.11%；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5.35%，环比下降 0.38%，同比下降

16.29%；钢厂盈利率 42.86%，环比下降 6.93%，同比下降 49.78%；日均铁水产量 201.98万

吨，环比下降 1.02万吨，同比下降 41.95万吨。71 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56.25%，环比上升 0.11%，同比下降 10.16%；产能利用率为 53.37%，环比上升 2.39%，同比

下降 5.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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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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限电、限产严重，日均铁水产量保持继续下降；但是需求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10 月出炉的地产数据证实了今年金九银十的疲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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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钢不太可能出现之前预期的短缺，需求驱动的核心逻辑下，螺纹易跌难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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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看，本周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 68.05%，环比上周减

4.12%；日均产量 49.40，减 2.99；焦炭库存 169.96，增 29.61；炼焦煤总库存 1066.96，

减 58.97，平均可用天数 16.24 天，增 0.08 天。全国 30 家独立焦化厂全国平均吨焦盈利-

126 元/吨。 

本周第五轮提降完成全面落地，市场累降 1000 元/吨，市场情绪有所反复。不过短期依

旧是政策面主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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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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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jiaotan.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market/p-302-----05020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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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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