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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整体持续走强，延续了一个月来的强势。主要受到

钢厂复产以及冬储补库的影响。不过目前需求端未见明显反弹，中期

成材依旧易跌难涨。短期原料铁矿、焦炭强于成材的格局不会改变。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持续反弹，延续了一个月来的震荡上行

走势，主要还是受到钢厂复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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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钢厂补库意愿加强，市场复产预期升温，利多铁矿走势。不

过从基本面上看，目前地产需求偏弱，铁矿港口库存依旧处在高位，

在需求没有明显反弹的情况下，预计中长期维持震荡偏弱运行。 

 

螺纹：本周螺纹走势不及原料端的铁矿，处于震荡盘整走势。本

周螺纹表需持续走弱，库存绝对值虽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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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近期市场情绪有

所反弹，不过螺纹供需双弱格局依旧没有改变，目前需求季节性走

弱，需求驱动的核心逻辑下，淡季钢价承压震荡运行。 

 

焦炭：本周焦炭延续了震荡上行的走势，主要是受到原料焦煤的

强力支撑以及钢厂对于原料端的补库影响。基本面，当前焦炭供需依

旧双弱。供应端受秋冬季环保限产的影响，难以出现明显反弹，焦煤

价格易涨难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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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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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12月 1日至 12月 26日，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总投资金额合计 2.28万亿元。 

◎ 发改委：加速构建“1+N”政策体系，扎实推进“碳达峰十大行动”，深入研究重大问

题，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既不能搞“碳冲锋”，又不能搞运动式“减碳”。 

◎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23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电力、

钢铁、水泥和煤化工四个行业煤炭消费总量及碳排放总量有望于 2025年达峰。 

◎ 日前，中钢协发布钢铁行业 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此计划

涉及 21个钢铁项目，宝武、马钢、宝钢、首钢、河钢、日照钢铁等数家钢企和单位具参与

其中。 

◎ 有知情人士透露，全球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淡水河谷正在考虑收购英美资源集团在巴西

旗下的大型铁矿石项目米纳斯里奥（Minas-Rio）的股份。 

◎ 恒大集团 12月 26日晚召开复工复产保交楼周例会，会上许家印表示，“截至 12月 26

日，全国项目复工率 91.7%，较 9月初“保交楼誓师大会”时提高 40个百分点；确保完成

本月交楼 3.9万套的目标。” 

◎ 1-11月份，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47 万个。分省看，除西藏（63.9%）外，其

余 3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完成年度计划。 

◎ 江苏省：涉及熟料生产的 23家企业，39条生产线 2022全年停窑总天数不少于 70天，

其中春节期间（1月 1日—3月 31日）停窑 35天、梅雨高温季节(6月 1日—9月 30日)停

窑 20天。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2021年 12 月 22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增 1.88%，月环比

增 5.83%。澳洲总体发运尚可，但力拓年末发运冲量不及预期。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

周环比增 24.47%，月环比降 1.4%。巴西发运整体冲量尚可，但是其发运至欧美量降至低

位。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增 52.3%， 月环比增 146.73%；其中澳矿到港量周

环比增 65.48%，月环比增 172.84%；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30.02%，月环比增 43.76%。 

需求端，钢联 247日均铁水产量 199.01万吨，环比下降 0.10万吨，同比下降 45.53万

吨。进口铁矿消耗量周环比降 0.28万吨，同比下降 55.56万吨。数据上看并未出现明显的

复产回升迹象，不过市场情绪有所转暖，复产预期改善。库存上，本周，全国 45个港口进

https://www.100njz.com/market/p-2155-----1001-0--------1.html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rizhao.mysteel.com/
https://tks.mysteel.com/
https://tks.mysteel.com/
https://lasa.mysteel.com/
https://jiangsu.mysteel.com/
https://www.100njz.com/market/p-2231-----100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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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铁矿库存为 15512.6万吨，环比降 183.7万吨，自 2021年 10月份以来首次下降。全国钢

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0810.29万吨，环比增加 235.46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

耗为 247.62万吨，环比减少 0.28万吨，库存消费比 43.66，环比增加 1天。钢厂本周出现

集中补库迹象，预计是为复产以及冬储做准备。 

价差上，本周 PB-超特粉，卡粉-PB价差均回升，其中 PB粉-超特粉价差回升明显。卡

粉周环比涨 64，月环比涨 183；PB粉周环比涨 63，月环比涨 158；超特周环比涨 20，月 

环比涨 308。 

总体上看，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持续反弹，延续了一个月来的震荡上行走势，主要还是受

到钢厂复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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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钢厂补库意愿加强，市场复产预期升温，利多铁矿走

势。不过从基本面上看，目前地产需求偏弱，铁矿港口库存依旧处在高位，在需求没有明显

反弹的情况下，预计中长期维持震荡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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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s.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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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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67.87%，环比上周下降 0.13%，同比去年下降

17.68%；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4.33%，环比增加 0.05%，同比下降 17.54%；钢厂盈利率

82.25%，环比增加 0.87%，同比下降 8.66%；日均铁水产量 199.01万吨，环比下降 0.10万

吨，同比下降 45.53万吨。全国 71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48.88%，环比下降

1.12%，同比下降 1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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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部分钢厂有复产计划，全国高炉开工率有反弹空间。虽然近期钢厂对于原料补库

意愿加强，但从螺纹产量上看依旧持续走低，可以反映出年末“能耗双控”政策趋严，工业

企业限电限产，整体产量依旧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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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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虽然本周螺纹表需有所企稳，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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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螺纹走势不及原料端的铁矿，处于震荡盘整走势。本周螺纹表需持续走

弱，库存绝对值虽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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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近期市场情绪有所反弹，不过螺纹供需双弱格局依旧没有改变，目前需求季节性

走弱，需求驱动的核心逻辑下，淡季钢价承压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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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上看，上周 Mysteel 统计的 30 家独立焦化企业利润为 107 元/吨，较上期增加 

35 元/吨，利润进一步改善，但依旧偏低，成本端驱动仍在。上周 230 家独立焦化企业产能

利用率为 69.67%， 较上期增加 0.56%。全样本日均产量 105.55 万吨，较上期增加 1.03 

万吨。库存方面，12 月 17 日当周，焦炭整体库存为 636.43 万吨，较上期增加 26.39 万

吨，整体库存走高主要受到下游铁水产量偏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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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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本周焦炭延续了震荡上行的走势，主要是受到原料焦煤的强力支撑以及钢厂

对于原料端的补库影响。基本面，当前焦炭供需依旧双弱。供应端受秋冬季环保限产的影

响，难以出现明显反弹，焦煤价格易涨难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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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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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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