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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整体持续走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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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成材依

旧易跌难涨。 

铁矿：总体上看，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持续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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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港口累库加

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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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维持震荡走势，在黑色系中走势偏强。 

 

螺纹：虽然在“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三稳目标下 11 月中

旬开始银行对地产的融资政策有所放松，信贷环境改善预期较强，

确保房地产有底可依，不过 2022 年房地产投资以及新开工同比预计

继续下滑。基建持续托底，2022 年其调节作用将愈发凸显，整体偏

乐观。制造业相较于今年同比增速大概率放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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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期市场情绪有所反弹，但目前终端

需求没有明显起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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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统计局：11月份，中国钢筋产量、铁矿石原矿产量分别为 1776.6万吨、7839.6万吨，

同比分别下降 23.7%、0.1%；1-11月钢筋累计产量、铁矿石原矿累计产量分别为 23184.7万

吨、90144.1万吨，同比分别下降 4.1%、增长 10.4%。 

◎ 国家能源集团：截至 12 月 15日集团煤炭运量已突破 2亿吨，其中海运量 1.6亿吨。截

至 12月 14日，包神铁路集团年累计运量完成 30002 万吨；神东煤炭外购煤发运量近五年来

首次年累突破 3000万吨大关，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485万吨。 

◎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1-11月排名前 10家企业原煤产量合计为 19.78亿吨，2021年全年

将有 6家煤炭企业年产量超过 1亿吨，其中陕煤集团有望成为第五家煤炭年产量过两亿吨的

企业。 

◎ 生态环境部等 18个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方案

提出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建材，推动建筑材料循环利用。 

◎ 12月 16日，唐山解除橙色预警，但为抓好 12 月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请各县(市区)

有关部门按照以下管控措施执行，钢铁企业中，荣信钢铁、九江线材、燕山钢铁、松汀钢

铁、东海钢铁、津西特钢、纵横钢铁、中厚板 9座焖炉的高炉恢复炉况,做好 12月 20日前

后焖炉到位的准备。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全国视频会议，迅速组织开展打击非法盗采矿产

资源专项整治。 

◎ 12月 16日，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引导煤炭市场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促进煤、电价格

通过市场化方式有效联动，推动上下游协调高质量发展。 

◎ 江苏省镔鑫钢铁 2021-2022冬储政策发布，螺纹钢 HRB400EΦ18-22按照 4450元/吨到

货价格销售，盘螺 HRB400EΦ8-10按 4600元/吨到货价格销售。 

◎ 截至 12月 15日，东北建筑钢材生产企业中仅 3家（含联合体）出台 2022 年冬储政策，

较去年减少 2家、较前年减少 3家。 

◎ 发改委称，已形成 2022 年专项债券项目准备清单，下一步将加快推进专项债项目开工

和建设实施；我国物价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两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将平稳。 

◎ 据国家铁路局，1-11月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6420亿元，同比下降 4.6%。 

◎ 据发改委，1-11月份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84个，总投资 7570 亿元。11月份，

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4个，总投资 2615 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水利等领

域。 

https://tks.mysteel.com/
https://tks.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www.100njz.com/
https://tangshan.mysteel.com/
https://jiujiang.mysteel.com/
https://tg.mysteel.com/
https://zhongban.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jiangsu.mysteel.com/
https://jiancai.mysteel.com/
https://dongbei.mysteel.com/
https://jianc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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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2021年 12 月 15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4.2%，月环比

增 11.48%。澳洲铁矿发运高位回落，此处 2020年发运下降为台风影响，非季节性因素，预

计发运后期小幅回落后继续高位运行。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1.72%，月环比

降 4.8%。巴西发运冲高回落后逐渐企稳反弹，后期或持续反弹。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

港量周环比增 54.69%，月环比增 127.29%；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51.12%，月环比增

182.03%；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74.54%，月环比降 0.7%。 

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日均铁水产量 199.11万吨，环比增加 0.41万吨，同比下降

44.92 万吨。进口铁矿消耗量周环比增 1.56万吨，同比下降 54.48万吨。数据上看并未出

现明显的复产回升迹象，市场情绪有所转暖，预期有所改善。库存上，12 月 17日 Mysteel

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0574.83万吨，环比增加 260.33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

矿日耗为 247.90万吨，环比增加 1.56万吨，库存消费比 42.66，环比增加 0.79。全国 45

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5696.30 万吨，环比增 211.39 万吨，连续三个月攀升；日均疏港量

286.13 万吨，增 6.41万吨。库存的走高对于铁矿价格形成拖累。 

总体上看，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持续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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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港口累库加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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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s.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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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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68.00%，环比上周下降 0.14%，同比去年下降

17.29%；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4.28%，环比增加 0.15%，同比下降 17.40%；钢厂盈利率

81.39%，环比增加 1.73%，同比下降 8.66%；日均铁水产量 199.11万吨，环比增加 0.41万

吨，同比下降 44.92万吨。全国 71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50.00%，周环比升

1.12%；产能利用率 44.54%，周环比降 0.36%。目前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利润为 118元/吨，

谷电利润 223元/吨，环比上周上升 7元/吨。产量上看，目前整体开工率依旧处于下行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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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三稳目标下 11月中旬开始银行对地产的

融资政策有所放松，信贷环境改善预期较强，确保房地产有底可依，不过 2022年房地产投

资以及新开工同比预计继续下滑。基建持续托底，2022年其调节作用将愈发凸显，整体偏

乐观。制造业相较于今年同比增速大概率放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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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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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期市场情绪有所反弹，但目前

终端需求没有明显起色，需求驱动的核心逻辑下，螺纹易跌难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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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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30 家独立焦化厂平均吨焦盈利 107 元/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211

元/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189 元/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65 元/吨，河北准一级焦

平均盈利 157 元/吨。截止 12 月 17 日，焦化企业大于 200 万吨级的开工率为 68.03%，较上

周增加 0.32 个点；焦化企业 100 万吨-200 万吨级的开工率为 60.19%，较上周增加 2.07 个

点；焦化企业小于 100万吨级的开工率为 32.08%，较上周减少 1.18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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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也未见明显改善。在焦化企业利润偏低的情况

https://shandong.mysteel.com/
https://hebei.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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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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维持震荡走势，在黑色系中走势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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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焦炭港口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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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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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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