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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整体窄幅震荡，延续了上周受到钢厂复产以及地产资

金面利好的提振。不过目前需求端未见明显反弹，成材依旧易跌难涨。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有所走高，延续了上周震荡上行走势，主

要还是受到此前钢厂复产，冬储将至以及地产资金面利好的影响，数据

上估计 11 月铁水产量或将见底，12 月有所反弹，但空间有限。基本面

上，目前地产需求偏弱，去库速度偏缓，在需求没有明显反弹的情况

下，预计维持震荡偏弱运行。 

 

焦炭：当前焦炭供需双弱。供应端受秋冬季环保限产的影响，难以

出现明显反弹，日均铁水产量维持在 200 万吨下方，需求端铁水产量也

未见明显改善。在焦化企业利润偏低的情况下，焦企挺价意愿较强，叠

加当前焦炭依旧处于去库阶段，煤矿生产仍受环保及安全检查影响，短

期下行空间有限。 

 

螺纹：虽然本周螺纹表需有所回升，主要是地产资金面的利好所

致，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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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矿山安监局：2021 年前 11个月全国矿山共发生事故 336起，同比减少 59起。 

◎《河南省钢铁行业“十四五”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印发。到 2025年，全省钢铁行业绿色

化、智能化、高端化、服务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布局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生铁产

能控制在 3000万吨左右，粗钢产能控制在 4000万吨以内，实现“两减、两降、两优”目

标。 

◎ 山东省淄博市于 2021 年 12月 9日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12月 9 日启动Ⅱ级应急

响应。自 12月 10日 12时起，江苏省 13市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 邯郸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散煤治理的通告（代拟稿）。 

◎ 唐山市蓝海实业有限公司已拆除炭化室高度 4.3 米的 2座 TJL4350D焦炉。 

◎ 中国冶金报刊文称，明年生铁、粗钢产量有望继续下降 6200万吨、1亿吨，降幅约为

7.2%、10%，对应的铁矿石需求将下降约 1亿吨。铁钢产量在此基础上的增减将取决于明年

的钢铁需求。 

◎ 据中钢协，12月上旬，20个城市 5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 827万吨，环比下降 4.4%，库

存继续下降；比年初增加 13.3%，比去年同期增加 8.8%。 

◎ 自 12月 10日 12时起，江苏省 13市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近日发布《关于做好 2022年度煤炭产需衔接工作的通知》，煤企

2022 年要继续坚持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准价+浮动价”的定价机制。 

◎ 内蒙古将加快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

心。到 2025年，内蒙古稀土产业产值将达 1000亿元，目前当地正在打造世界最强的稀土原

材料基地。 

◎ 据中汽协，中国 11月份汽车销量 252.2万辆，同比下降 9.1%。其中，11月份新能源汽

车销量 45万辆，同比上涨 121.1%。预计 12月汽车产销量有望延续环比增长势头，全年汽

车产销量均有望超过 2600 万辆。 

◎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11月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35，同比下降 21.5%，环比

上升 4.7%，库存水平回升，但库存系数仍在警戒线下方。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https://henan.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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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看，2021年 12 月 8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2.29%，月环比

增 7.33%。黑德兰港发运冲至高位，其中 Roy Hill 发运冲高突出。力拓发运跌至新低， 其

至 Q3累计产量 2.04亿吨，同比降 819万吨幅度 4%，按照目前的发运，其完成今年低位发

运目标比较吃力。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39.05%，月环比降 1.8%。巴西发运

冲高回落，属季节性正常现象，或为 Vale检修为后期冲量做准备。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

到港量周环比增 56.3%， 月环比降 2.36%；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58.31%，月环比增 

2.53%；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66.91%，月环比降 30.54%。 

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日均铁水产量 198.70万吨，环比下降 1.81万吨，同比下降

44.77 万吨。进口铁矿消耗量环比下降 3.51万吨，同比下降 55.34万吨。数据上看并未出

现明显的复产回升迹象，市场情绪转淡。 库存上，全国 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5484.91 万吨，环比增 27.98 万吨；日均疏港量 279.72 万吨，增 3.63万吨。全国钢厂进

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0314.5 万吨，环比减少 82.14 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46.34 万吨，环比减少 3.51 万吨，库存消费比 41.87，环比增加 0.26。库存目前总体依旧

去库，但是去库幅度不及往年。 

总体上看，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有所走高，延续了上周震荡上行走势，主要还是受到此前

钢厂复产，冬储将至以及地产资金面利好的影响，数据上估计 11月铁水产量或将见底，12

月有所反弹，但空间有限。基本面上，目前地产需求偏弱，去库速度偏缓，在需求没有明显

反弹的情况下，预计维持震荡偏弱运行。 

图 1： 铁矿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https://list1.mysteel.com/article/p-42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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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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46.69%，环比下降 1.10%，产能利用率

57.26%，环比下降 0.20%，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 62.34%，较去年同期下降 21.93%，钢

厂盈利率 71.78%，环比增加 9.82%。全国 71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48.88%，环比

上升 0.33%，同比下降 18.3%。其中华东、华中、华南呈现小幅上升趋势，西南呈现大幅下

降趋势，其余区域持平。产量上看，目前整体开工率依旧处于下降趋势，但是降幅明显放

缓，随着焦炭第八轮提降落地，铁矿价格大幅回落，炼钢利润回升，叠加 12月份部分钢厂

有复产计划，全国高炉开工率率有反弹空间。不过年末“能耗双控”政策趋严，工业企业限

电限产，整体产量上升空间有限。 

需求端，短期房地产资金管控力度虽有所放缓，但是从周期上看，资金反应到需求端仍

需时间，短期地产数据依旧难有起色，地产需求依旧疲软。基建方面，1-10 月份，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 445823 亿元，同比增长 6.1%。进入下半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方专

项债发行有所加快，基建托底作用凸显。从库存上来看，虽然总库存维持去库，但库存去化

明显放缓，数据上来看，螺纹社库依旧处于历史同期高位。 

总体上看，虽然本周螺纹表需有所回升，主要是地产资金面的利好所致，但目前库存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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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uadong.mysteel.com/
https://huazhong.mysteel.com/
https://huanan.mysteel.com/
https://xinan.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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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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上看，本周全国 30 家独立焦化厂平均吨焦盈利 51 元/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160 元/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112 元/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70 元/吨，河北准一级

焦平均盈利 121 元/吨。利润持续下滑。230 家独立焦化企业产能利用率为 68.12%，较上期

增加 0.15%。全样本日均产量 104.49万吨，较上期增加 1.21万吨。 

整体上看，当前焦炭供需双弱。供应端受秋冬季环保限产的影响，难以出现明显反弹，

日均铁水产量维持在 200 万吨下方，需求端铁水产量也未见明显改善。在焦化企业利润偏低

https://shandong.mysteel.com/
https://hebei.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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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焦企挺价意愿较强，叠加当前焦炭依旧处于去库阶段，煤矿生产仍受环保及安全

检查影响，短期下行空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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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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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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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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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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