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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产政策依旧，黑色回归理性  

〈钢矿〉  2021.12 

摘要 

矿石端：国产矿产量稳中有增，但增幅有限，产量同比增幅预计在 3-5%

左右。海外四大矿商预计 2022 年继续增产尤其淡水河谷，主流矿预计增

产 1750 万吨，非主流矿预计增产 500 万吨，明年整体供应环境在今年由

紧转松的基础上继续宽松。 

成材端：我国执行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钢厂限产或成为

常态，铁水产量或将持续低位运行，不过对价格的影响与 2021 年将有很

大的逻辑不同，负反馈将会重新主导钢价走势。整体全年的钢材产量或将

同比下滑，供应端前两个季度钢厂限产预计依旧严格，产量受限。不过需

要关注需求端表现，如果出现明显供需缺口，政策驱动的逻辑可能有所松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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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2年中国全部粗钢需求量或将达到9.5-10亿吨，

同比下降 1-3%。 

行情展望：展望 2022 年，随着今年铁矿石高低品位的结构性矛盾逐步缓

解，期限价差逐步缩窄，支撑减弱。2022 年预计国内矿石增量不大，同比

增幅预计在 3-5%左右，海外矿石增幅有限，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全球供应

过剩格局不变。钢材产量大概率同比下滑，整体供需格局将会继续宽松。

盘面来看当前铁矿主力处于前两年均值附近，有继续走低的空间，大概率

2022 年走势符合季节性特点，很难出现趋势性上涨行情。政策面上来看，

双碳政策不改，限产政策依旧限制螺纹产量。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

政策始终没有放松，“三条红线”所导致的新开工数据持续走弱利空建筑钢

材需求。不过从宏观基调上看，2022 年稳字当头，房地产下方支撑增强，

基建托底作用凸显。我们对 2022 年需求端谨慎看空。盘面来看，目前螺

纹主力依旧处在 4500 附近的高位，存在较大回归空间。2022 年螺纹价格

和宏观政策高度挂钩，短期地产政策放松，但全年房地产压力巨大，螺纹

走势决定政策面对需求支撑的强弱。 

投资策略：铁矿，预计 2022 年铁矿价格中枢将有所下移，价格运行区间

为 450-800 元/吨。单边建议逢高沽空，波段操作为主。螺纹，预计 2022

年螺纹钢价格中枢持续下移，价格运行区间为 3100-5000 元/吨。单边建议逢高沽空，波段操作为主。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政策、限产政策实施、海外矿山发运节奏、海外疫情情况、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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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行情回顾 

1.1 铁矿石行情回顾 

2021 年，整个黑色系价格剧烈波动，全年走势整体先扬后抑，整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上半年，

铁矿延续了 2020 年末的涨势，在后疫情时代国内和海外需求旺盛以及双碳目标导致成材价格的快速

走高下，5 月份铁矿主力最高涨至 1400.5 元/吨，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普式现货价格同步创出 234.2

美元/吨历史新高，国内主流现货价格上涨幅度超过 30%。6 月份开始，市场逻辑出现改变。在全国

粗钢压产政策和地产消费崩盘的双重打击下，成材需求驱动逻辑变弱，成本坍塌，铁矿石价格崩塌式

下跌，铁矿主力 11 月最低跌至 512 元/吨，普式现货价格最低报 86.9 美元/吨。截至 12 月中旬，铁

矿石盘面价格已经回到历史同期均值水平。 

图 1： 铁矿石期货行情回顾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 铁矿石期现对比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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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螺纹钢行情回顾 

由于主要逻辑相似，今年钢矿整体走势较为一致。螺纹整体走势依旧是先扬后抑的走势，5 月螺

纹主力最高达到 6208，较今年年初涨 43%。 

    纵观今年走势，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5 月份的这波大涨主要驱动逻辑还是政策叠加预期推动。

在国家双碳政策的宏观指引下，工信部对粗钢产量进行了限产，在需求依旧坚挺的背景下，整个螺纹

连带整个黑色系一起上涨。5 月下旬开始，由于终端利润被严重挤压，随着国务院为稳定物价对大宗

商品宏观调控，市场投机情绪降温，螺纹两周下跌了近 25%。之后尽管由于 7 月份全国主产省下半

年限产政策基本落地，确保全年粗钢产量上限，钢厂限产导致供应紧，但是螺纹价格始终没能越过 5

月份高点，整体处于震荡向上格局。进入 10 月，宏观政策影响减弱，市场预期的“金九银十”需求旺季

并未如期而至，地产数据连续 8 个月负增长，基建数据亦是疲软，在需求驱动的背景下，螺纹带动黑

色板块出现一波急跌。截至 12 月中旬，螺纹盘面价格回到了 4500 下方，不过依旧处在前三年同期

的高位。 

 

图 3： 螺纹钢期货行情回顾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 螺纹钢期现对比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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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2.1 上游矿端明年将会继续宽松 

2.1.1 国产矿稳中有增，增长空间有限 

国内矿产量上看，2021 年国内铁矿石原矿生产有望维持两位数增长水平，截至 10 月份全年累计

产量 82311 万吨，同比增长 11.5%，较上半年 15.9%的增速略有下降。主产省河北，辽宁、四川、

内蒙古、安徽等省也维持较高的水平，分别增加 29%，8%、4%、18%和 25%。从矿山开工率来看，

126 家样本矿山开工率与铁矿价格走势高度吻合，上半年维持高增长，平均利用率达到 67%，下半年

因环保限产加严的持续发酵叠加需求三季度开始出现下滑，铁矿价格一路走低，利润中枢下移带动开

工率的持续下滑。 

图 5： 国产铁矿石产量（万吨/周）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6： 126 家矿企开工率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整体上看目前国内矿开工率已经回落至历史较低水平，由于国内矿受资源条件限制、双碳环保政

策压制，矿企利润中枢持续下移等因素影响，几年铁矿产量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预计 2022 年铁矿

的产量稳中有升，但增幅有限，从历史数据上看依旧将会处于低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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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进口矿高发运格局将延续 

去年由于疫情原因，全年海外四大矿山发运量大幅减少。不过随着海外的逐步复工复产，今年年

初四大矿山产能已经开始修复，叠加今年矿价和矿山利润爆发式增长，发运量显著增加。据路透数据，

至 12 月 2 日全球铁矿累积发运量年同比增 1%。其中澳洲铁矿发运同比持平，巴西铁矿发运同比增

5.7%，非主流国家发运同比降 1.8%。从全球发运来看，预计 2021 年，全球铁矿石产量增产 7000

万吨，其中巴西增产 2000 万吨，澳洲铁矿石产量基本持平，其他非主流增产 4000 万吨。 

从进口数据来看，1-11 月中国进口铁矿石共计 10.38 亿吨，同比下滑 3.2%，11 月铁矿进口量为

10495.5 万吨，较 10 月水平增加 14.6%。其中澳大利亚占比 61.7%，较去年的 60.9%有所增加，巴

西占 20.4%，较去年的 20.1%也有所增加。 

库存上看，今年整体铁矿石到港量有所下降。2021 年前 50 周，北方六港到港累计 48745.2 万吨，

同比减少 12.07%。港口总库存在 9 月末开始加速累库，至 12 月初累库幅度达 2700 万吨，目前港口

库存达到历史新高，至 1.59 亿吨。分国别看，澳矿 7243.47 万吨，巴西矿 5621.5 万吨，同时我们

注意到库存的整体结构上矛盾逐步缓解，高低品矿价差 10 月以来逐步缩窄，供需紧张格局缓解。 

整体来看，铁矿石销售利润的大幅提高，使得海外发运积极。虽然下半年铁矿价格有所走弱，但

仍高于去年水平，预计全年四大矿山产量为 11.25 亿吨，去年为 10.62 亿吨， 其余矿山产量预计 6.39 

亿吨，去年为 6.16 亿吨。展望 2022 年，全球铁矿石供应将继续维持增加，预计增量为 1%左右。铁

矿石可能延续过剩格局，库存将继续累积，铁矿分流效应或将更加明显。 

图 7： 巴西铁矿石发运量（万吨/周） 图 8： 澳洲铁矿石发运量（万吨/周）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9： 澳巴港口发货量合计（万吨/周）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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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主要港口库存（万吨） 图 11： 铁矿石日均疏港量（万吨）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2： 铁矿石进口数量（万吨）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1.3 从四大矿山财报预估 2022 年进口矿将继续宽松 

截至三季度，Vale 完成产量 1.39 亿吨，同比增 400 万吨。根据 Vale 产能计划，在 2022 年预计

其 Torto 大坝产能增加 1700 万吨和 Gelado 项目产能增 1000 万吨，北部系统项目产能增加 1000 万

吨，总产能增加在 3700 万吨左右。由于受到价格、运输、劳动力和政府相关法律影响，产量是否能

增 3700 万吨，我们需继续观察。另外，Vale 在 12 月份发言将指导产量目标由原来的 3.3-3.5 亿吨调

整至 3.2-3.35 亿吨，减少 1000-1500 万吨，年同比增加 500-1500 万吨。我们预计其 2022 年产量增

量或在 1000 万吨左右。 

截至三季度力拓累计产量 2.04 亿吨，同比降 818.7 万吨幅度 3.86%；累计销量为 2.5 亿吨，同

比降 584.9 万吨幅度 2.29%。力拓在三季度报告中对皮尔巴拉指导发运量由原来的 3.25-3.4 亿吨下调

至 3.2-3.25 亿吨，主要受到疫情影响下劳动力有限、新老矿代替和文化遗产冲突影响。考虑到 2022

年疫情仍在影响，我们预计拓在 2022 年产量与今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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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财年，BHP 100%股权总产量完成 2.84 亿吨，同比增 304.4 万吨幅度 1.08%。BHP 产量完

成 2.54 亿吨，同比增 537.5 万吨幅度 2.17%。我们预测 BHP2022 自然年产量增量在 1000 万吨左右，

发运量预估增量在 400 万吨左右。 

FMG 2021 财年完成产量 1.86 亿吨，同比增 9.3 百万吨幅度 1.1%；其发运量完成 1.82 亿吨，同

比增 4.1 百万吨幅度 1%。FMG 在历年发运指导完成度都是以指导发运量上沿完成，并且其 2022 年

指导发运量上沿在 1.85 亿吨，同比增 300 万吨，我们预计 2022 年发运量预测增量在 350 万吨左右。 

 

图 13： 四大矿山铁矿产量（千吨/季）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根据四大矿山的季报来看，预计今年四大矿山的总销量在 11.5 万吨左右，较去年略有增加。其

中淡水河谷由于疫情恢复的影响产销提升较为明显，预计同比上涨 14%。澳洲三大矿山销量保持正增

长，预计销量整体增加 1.5%。展望 2022 年，目前四大矿山基本已经恢复生产，2022 年的目标产量

相较于今年均有一定提高。淡水河谷增量明显，预计明年新增 1000 万吨左右，澳洲三大矿山整体增

量在 750 万吨左右，非主流矿增量在 500 万吨左右。 

展望 2022 年，国产矿产量稳中有增，但增幅有限，产量同比增幅预计在 3-5%左右。海外四大

矿山预计 2022 年继续增产，尤其是淡水河谷，海外主流矿预计增产 1750 万吨，非主流矿预计增产

500 万吨，明年整体供应环境在今年由紧转松的基础上继续宽松。 

 

2.2 钢材供给明年或将持续下滑 

2.2.1 限产政策确定 

2021 年是“双碳”政策在钢铁行业落地的第一年，整体上减产预期从下半年开始逐步落地，四季度

也是减产执行力度最强的时期。从压减方式来看，由于今年是第一次推行粗钢产量平控政策，无历史

经验可循，各地普遍按照“粗钢产量”这一单一指标执行减产政策。从当前各地的减产政策和执行力度

来看，完成工信部年初提出的粗钢产量同比负增长目标势在必行。 

工信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钢铁产能置换必须严格执行

减量置换，尤其对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环境敏感区域产能置换比例不低于 1.25:1。新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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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产能置换实施办法》202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新版产能置换办法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环

境敏感区域修改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同时增加了汾渭平原地区和 2+26 城市大气通道城市，产能

置换从严执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置换比例由不低于 1.25：1 提高到 1.5：

1，其他地区从此前的减量置换调整为 1.25：1，进一步加大通过产能置换压减产能的力度。2021 年

6 月 17 日发改委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时期钢铁行业将严禁新增产能。2021 年 11 月

30 日发改委产业司一级巡视员夏农表示“十四五”时期民营钢铁企业要坚定不移地严禁新增产能。12

月 3 日工信部公布《“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

低 18%。工信部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表示控制粗钢产量是最主要、最立竿见影的减碳措施。

2021 年全年大概率将实现粗钢产量平控目标，预计 2022 年将继续实施压减粗钢产量的政策。 

展望 2022 年，双碳限产不会动摇，限产政策可能与需求端的政策均衡推出，即在供给限制的同

时需求也同步有所缩减，减少市场出现短期错配的情况发生。 

 

2.2.2 钢材产量或将下滑 

今年成材价格和产量是高度正相关，明显出现背离，核心在于在钢厂限产的宏观政策指引下，预

期价格上涨助推恐慌性补库以及旺季需求落空导致的踩踏式下跌。工信部于 2021 年初提出全年粗钢

产量负增长的目标，给到了钢厂宏观政策指引。由于钢厂限产政策影响，钢厂长流程螺纹钢利润持续

高位，钢厂盈利大幅改观。由于行业利润大幅扩张，导致供不应求的局面出现较长时间的持续。上半

年，钢材延续了去年年末以来的高产格局，2021 年生铁产量在 3 月份达到同比增 11.61%，为全年最

大同比增量，此后在限产政策下 7 月份同比开始下滑，9 月份创最低同比产量。从整体开工数据来看，

1-11 月全国 247 家全国高炉平均开工率为 77%，远低于去年的 86%，可以看出限产对于开工率影响

显著，但实际产量走势的表现不同，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状态，从 247 家全国钢厂的铁水产量看，1-6

月、1-9 月、1-11 月日均铁产量分别为 240.7 万吨、236 万吨和 230.18 万吨，去年 1-11 月为 238.95

万吨，下半年产量大幅下降。以螺纹钢来看，1-6 月、1-9 月、1-11 月螺纹钢产量累计同比分别为

11.2%、0.57%、- 1.94%，总体上看，年初工信部提出的粗钢产量负增长的目标基本实现。产能上看，

今年投产高炉十座，净能增量 1100 万吨。目前仍有两座高炉处于建成未投产的状态，预计年产铁水

600 万吨。 

展望 2022 年，我国执行双碳政策方向不会改变，钢厂限产或成为常态，铁水产量或将持续低位

运行，不过对价格的影响与 2021 年将有很大的逻辑不同，负反馈将会重新主导钢价走势。整体全年

的钢材产量或将同比下滑，供应端前两个季度钢厂限产预计依旧严格，产量受限。不过需要关注需求

端表现，如果出现明显供需缺口，政策驱动的逻辑可能有所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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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5： 中国粗钢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6： 中国铁水产量（万吨/周） 图 17： 中国铁水产量（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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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需求端总体出现下滑 

2.3.1 政策抑制出口，钢材出口顺差或将缩窄 

政策上，今年两次调整钢材进出口关税和取消出口退税对全年钢材进出口影响巨大。两次调整关

税，主要为了促进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增加国内钢铁供应，对冲粗钢限产政策导致的国

内钢铁供应下降的影响。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5 月 1 日起取消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7 月 29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的公告》，8 月 1 日开始施行。至此， 

我国出口的钢铁产品几乎全部取消出口退税，直接影响提高出口成本大概 500 元/吨。9 月 6 日，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葛红林提到，将“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的降碳”作为重要的降碳路径，“要

鼓励出口转变为限制出口，乃至鼓励进口”。 

出口退税逐步取消后，钢材出口逐渐下降，进口量逐渐上升。数据上看，今年 1-11 月钢材出口

同比增加 26.7%，进口同比下降 29.6%，1-11 月粗钢净出口 4719 万吨，同比增加 62.18%，净出口

大幅增加。预计 2021 年粗钢净出口 5000 万吨，同比增加 55%。预计 2022 年钢材净出口将下降 15%

左右。 

虽然 11 月份以来国内钢材现货价格暴跌，导致有较好出口利润，但是长期看出口退税影响平均

500 元/吨，2022 年出口量预计将下降 800-1200 万吨水。同时出口退税政策也将一定程度上抑制铁

矿价格的持续上涨，维持国内钢厂利润。 

图 18： 中国钢材出口量（吨） 图 19： 中国钢材进口量（吨）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2.3.2 地产调控压力较大，资金面持续偏紧 

政策面上来看，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始终没有放松，这种在疫情背景下的政策坚持所

释放的信号今年以来尤为明显。此外，国家在信托方面的房地产行业资金投放监管密度同样严格。 

2018 年开始，顺应资金收紧的政策，“高周转”模式成为大部分房地产企业普遍采用的经营模式，

高周转模式需要房企保持融资通畅，销售回款快，资金自由调配程度高，且具备极强的投资能力、营

销能力、经营能力。不过自从 2021 年初，“三条红线”开始实施，地产销售在经历短期资金集中回笼

之后，下半年开始出现明显负增长，1-11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20591 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 5.2%，降幅比 1-10 月份扩大 1.9 个百分点，9 月，10 月，11 月连续三个月投资同比下降。

11月销售同比仍然两位数负增长。11 月商品房销售金额同比下降16.3%，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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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自 7 月开始转负后，连续 5 个月负增长，7-11 月销售金额同比分别－7.1%、-18.7%、-15.8%、

-22.7%、-16.3%。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37314 亿元，同比增长 6.0%；比 2019 年 1-11

月份增长 13.2%，两年平均增长 6.4%。其中，住宅投资 103587 亿元，增长 8.1%。至此，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速自今年 3 月起已连续 9 个月收窄。 

“高周转”模式面临日渐收紧的地产融资，拿地数据立竿见影出现下滑，结合拿地到开工 6-9 个月

的周期，新开工面积同比大幅下滑，具体数据上，1-11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 182820

万平方米，下降 9.1%。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35017 万平方米，下降 8.4%。房屋竣工面积 68754

万平方米，增长 16.2%。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49582 万平方米，增长 16.2%。当前基本面持续下行，

房企违约仍有发生，可能需要政策进一步变化防风险。 

图 20： 地产销售、投资、土地购置及开工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1： 新开工、施工、竣工同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展望 2022 年，根据 2020 年报显示，161 家房企依旧有将近 50%的房企触碰到至少一条红线。

2021 年初开始实施的“三条红线”使较多房企资金面出现困难。虽然国家从 11 月开始对地产的融资政

策有所松动，11 月主要城市房贷利率连续两个月下行，放款周期经历了 6 个月的持续拉长后首次缩

短，起到稳定预期的作用，向市场释放一定的积极信号使得边际资金面有所改善，但是在银行“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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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的监管下，宽松的幅度有限。在国家房地产总基调“房住不妙，因城施策”不改变的情况下，预计

2022 年地产资金面依旧偏紧，房地产行业企业土地购置积极性将会继续回落，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

较今年将会出现一定程度下行，2022 年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或将下降 5%-8%。 

 

2.3.3 逆周期发力，基建持续成为经济压舱石 

今年财政后置的特征显著，导致基建投资偏弱。由于上半年内需稳健且外需强劲，财政支出呈现

出明显的后置特征：一方面体现在公共财政支出较弱，另一方面体现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

因此基建投资表现较为疲弱，上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仅完成 28%。不过下半年发行速度明显增加，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表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 3.65 万亿，较去年下降 1000 万。1-11 月已发行新增专

项债额度 3.3 万亿，完成全年额度的 90%。 

数据上看，1-10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445823 亿元，同比增长 6.1%；比 2019 年 1-10 月份增长

7.8%，两年平均增长 3.8%。环比看，10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15%。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1.0%。 

展望 2022 年，我们整体对基建投资持谨慎乐观态度，这主要是因为 2022 年地产受到政策调控

大概率下行，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为稳定宏观经济，基建作为经济压舱石，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强。

总体来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七大政策与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来勾勒明年经济工作重点，“稳”

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关键。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

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预计全年基建

投资增速或反弹至 6%左右，对钢材消费带动偏强。 

 

图 22： 地方政府专项债（亿元） 图 2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3.4 制造业需求增速放缓 

利润上，今年 1-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1649.9 亿元，同比增长 42.2%，

比 2019 年 1-10 月份增长 43.2%，较 1-3 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 137.3%大幅下降，两年平均增长

19.7%。1-10 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加 14.2%，较 1-3 月的制造业投资增速的 29.8%大幅下降。目前中

下游企业仍面临较大成本压力，下游利润的明显改善还是需要终端需求的提振。不过我们注意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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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单月利润同比增 24.6%，工业利润有所回升，除了基数效应外，价格和上游行业利润的贡献仍为支

撑主因，目前企业投资积极性相较于年初有明显下滑，但依旧较高，我们预计 2022 年制造业投资小

幅增加，制造业投资增速相较 2021 年会明显放缓。 

11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0.1，较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处荣枯线略偏上。11 月财新制造业

PMI 为 49.9，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处荣枯线略偏下。制造业景气度一般。 

 

图 24：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5： 制造业 PMI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分行业来看，汽车板块占到热卷需求近 30%，对板材需求巨大。今年汽车产销数据从年初高位一

路走低，连降 7 月，三季度之后产销数据才有所反弹。从数据上看，11 月汽车行业延续复苏状态，

11 月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58.5 万辆和 252.2 万辆，分别同比下降 9.3%和 9.1%，上年同期高基数压

力下，已连续 7 个月同比下滑，不过产销数据连续三个月反弹。1-11 月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317.2 万

辆和 2348.9 万辆，分别同比增长 3.5%和 4.5%，增速较 1-10 月回落。新能源车方面，2021 年随着

鼓励新能源车的政策叠加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的逐渐完善，新能源车产销持续保持强劲。11 月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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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45.7 万辆和 45 万辆，同比增长均为 1.3 倍，环比分别增长 15.1%和 17.5%。1-1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302.3 万辆和 299 万辆，同比增长均为 1.7 倍。我们预计在上年同期高基

数下 11 月汽车产销同比虽然依然下降，但随着芯片供给改善，环比已连续 3 个月实现增长，12 月产

销有望延续环比增长势头，叠加今年基数较低，预计 2022 年汽车销量同比小幅增加，新能源车将继

续维持较快增速，对于板材消费拉动较为明显。 

 

图 26： 中国汽车产量（月） 图 27： 中国汽车销量（月）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家电行业作为后建筑板块，在房地产集中竣工之后会出现明显转暖。数据来看，10 月冰箱销量

734 万台，同比下降 4.6%，其中内、外销分别同比下降 7.9%和 1.0%，1-10 月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 

7412 万台，同比增长 0.3%；10 月份家用空调总产量 1014.9 万台，同比增长 8.2%；总销量 908.74

万台，同比增长 4.7%，其中内销出货量 536.4 万台，同比增长 1.29%，出口 372.34 万台，同比增长

10.13%。1-10 月空调产量 18092 万台，同比增长 12.3%；10月洗衣机销量 701 万台，同比下降 2.9%，

其中内外销同比下降 0.5%和 7.0%。1-10 月家用洗衣机产量 6968 万台，同比增长 12.4%。预计在国

内房地产集中竣工的周期下，家电行业仍有望延续强劲的增长势头。 

 

图 28： 冰箱产量（月） 图 29： 家用空调产量（月）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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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洗衣机产量（月） 图 31： 彩电产量（月）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2022 年，我们对制造业投资整体表现谨慎乐观，全年制造业投资累计完成额同比增速或将降至

2-3%左右，同时我国规模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有所放缓，一定程度大部分工业企业已经进入

结束主动补库周期，考虑到明年上半年的出口高景气度或将下滑，我们认为工业企业利润改善同样将

有所减缓，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另一方面，明年房地产行业开始逐步走出竣工周期，这一定程

度上同样会压制制造业投资的积极性。 

展望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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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22 年中国全部粗钢需求量或将达到 9.5-10 亿吨，同比下降 1-3%。 

 

三．2021 年后市展望 

3.1 铁矿石中枢下移，季节性波段行情 

展望 2022 年，随着今年铁矿石高低品位的结构性矛盾逐步缓解，期限价差逐步缩窄，支撑减弱。

2022 年预计国内矿石增量不大，同比增幅预计在 3-5%左右，海外矿石增幅有限，由于疫情的不确定

性全球供应过剩格局不变。钢材产量大概率同比下滑，整体供需格局将会继续宽松。盘面来看当前铁

矿主力处于前两年均值附近，有继续走低的空间，大概率 2022 年走势符合季节性特点，很难出现趋

势性上涨行情。 

策略：预计 2022 年铁矿价格中枢将有所下移，价格运行区间为 450-800 元/吨。单边建议逢高

沽空，波段操作为主。 

 

3.2 政策决定节奏，钢价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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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2 年，政策面上来看，双碳政策不改，限产政策依旧限制螺纹产量。国家针对房地产行

业的调控政策始终没有放松，“三条红线”所导致的新开工数据持续走弱利空建筑钢材需求。不过从宏

观基调上看，2022 年稳字当头，房地产下方支撑增强，基建托底作用凸显。我们对 2022 年需求端谨

慎看空。盘面来看，目前螺纹主力依旧处在 4500 附近的高位，存在较大回归空间。2022 年螺纹价格

和宏观政策高度挂钩，短期地产政策放松，但全年房地产压力巨大，螺纹走势决定政策面对需求支撑

的强弱。 

策略：预计 2022 年螺纹钢价格中枢持续下移，价格运行区间为 3100-5000 元/吨。单边建议逢高

沽空，波段操作为主。 

3.3 风险因素 

宏观经济政策、限产政策实施、海外矿山发运节奏、海外疫情情况、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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