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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陆续复产，冬储节奏加快 

<黑色>2022.1.9 

一、行业资讯 

◎1 月 6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联合发布倡议

书，倡议书指出要进一步做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扎实推进煤炭中长

期合同签订履行；切实做好煤炭安全生产工作。 

◎ 发改委：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充分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

协调机制作用，持续抓好能源保供稳价，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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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整体偏强，盘面价格收复了上一周的失地。短期钢厂复产

节奏加快，冬储计划持续进行。目前随着铁水产量的回升，原料端走势偏

强。成材端需要关注冬储采购情况以及终端需求。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有所回落，周度上止住了四周的涨势，近期焦炭

的大幅反弹压缩了钢厂利润致使市场对于复产强度产生一定动摇，铁矿交投有

所转冷。不过 12 月铁水产量将有所反弹。目前市场复产预期升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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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螺纹小幅反弹，主力合约重回 4500 上方。螺纹表需持续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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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缺。注意到近期各大钢厂陆续出台冬储政策，价格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短期刚需偏强，不过中期螺纹供需双弱格局依旧没有改变，目前需求季节性走

弱，中期钢材价格整体震荡偏弱运行。 

 

焦炭：本周焦炭跟随黑色板块小幅反弹，目前第二轮提涨基本已经落地，

短期环保限产有所减弱，焦炭利润回升，焦企开工率有增长预期。基本面，当

前日均铁水产量出现反弹，需求端小幅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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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生产安全检查仍趋

严，短期在黑色系中走势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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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增强电力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 

◎近期，钢厂密集出台冬储政策，市场冬储积极性超预期。具体可点击查看文末冬储政策及

解读。 

（1）长治兴宝出台冬储锁价政策，针对代理商，兴宝出锁价螺纹 4400元/吨，盘螺 4610元

/吨，本次锁价政策不限量。 

（2）山西宏达出台锁价政策，针对代理商，宏达出锁价螺纹 4400元/吨，盘螺 4540元/

吨。 

（3）山西美锦钢铁公司出台二次冬储政策，冬储价格上调 100元/吨。 

（4）截至 1月 6日，山西已出冬储政策的钢厂，都已出第二波冬储政策。相比第一波政策

均是上调 50-100元/吨。未出冬储政策的钢厂，全是出锁价政策，根据当天的锁价来出货，

无其他优惠政策。目前在统计样本的钢厂冬储接单量总计已到达 141万吨，相比去年同期冬

储量增加 55%。另外首钢长治确定不出冬储政策，山西建龙仍在酝酿，其自储概率极高。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2022年 1 月 5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15.83%， 月环比

降 1.51%。澳洲总体发运季节性下降。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14.74%， 月环

比降 21.55%。巴西铁矿发运除去受雨季影响，目前整体发运季节性下降，后续看其发运下

降力度。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增 46.72%， 月环比增 129.37%；其中澳矿到

港量周环比增 43.82%，月环比增 120.58%；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77.38%，月环比增

142.6%。到港量持续攀升。 

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日均铁水产量 208.52万吨，环比增加 5.51万吨，同比下降

36.76 万吨。进口铁矿消耗量周环比增 6.61万吨，同比下降 43.24万吨。铁水进入复产上

升趋势，主要关注其后期表现，整体铁水重新回到 200万吨水平上方。库存上，港口铁矿石

库存本期降 20.55万吨至 1.56亿吨，年同比增 3337.9 万吨；247钢厂进口矿库存周环比增

79.28 万吨，月环比增 746.9 万吨，年同比降 443 万吨；钢厂厂内库存周环比增 77.22 万

吨，年同比增 311.81万吨。港口整体依旧是高库存状态，钢厂厂内补库幅度放缓。。目前

来看库存整体持续累库，宽松格局还将持续。 

价差上，本周卡粉-PB 价差继续扩大，参考数据来看，卡粉周环比涨 60， 月环比涨

210；PB粉周环比涨 37，月环比涨 151；超特周环比 涨 36，月环比涨 89。整体上看，高低

品价差与铁矿价格依旧高度相关，目前价差走扩趋势不止。 

https://jiancai.mysteel.com/market/pa228aa010101a0a01040404aaaa1.html
https://jiancai.mysteel.com/market/pa228aa010101a0a01040404aaaa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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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有所回落，周度上止住了四周的涨势，近期焦炭的大幅反

弹压缩了钢厂利润致使市场对于复产强度产生一定动摇，铁矿交投有所转冷。不过 12月铁

水产量将有所反弹。目前市场复产预期升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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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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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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钢厂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7.89%，环比增加 2.10%，同比下降

14.26%；钢厂盈利率 83.12%，环比下降 3.03%，同比下降 6.49%；日均铁水产量 208.52万

吨，环比增加 5.51万吨，同比下降 36.76万吨。全国 71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44.75%，环比下降 2.46%，同比下降 19.87%。其中华中、华东、西南、东北区域呈现小幅下

降趋势，其余区域持平。从螺纹产量上看连续两周出现反弹，铁水日产回到 200万吨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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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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了市场对于复产的预期，不过目前“能耗双控”政策依旧趋严，工业企业限电限产，整

体产量依旧受限。需求端，当前全国气温回落，工地开工下滑，表需依旧偏弱，库存去库出

现停滞。 

总体上看，本周螺纹小幅反弹，主力合约重回 4500上方。螺纹表需持续偏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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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注意到近期各大钢

厂陆续出台冬储政策，价格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短期刚需偏强，不过中期螺纹供需双弱

格局依旧没有改变，目前需求季节性走弱，中期钢材价格整体震荡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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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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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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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元/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224

元/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371 元/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 109 元/吨，河北准一级焦

平均盈利 284元/吨。较上周均有小幅增加。 

截止到 1 月 6 日山东、河北焦企纷纷提涨第二轮 200 元/吨，河北主流钢厂已经落地。

山东地区受环保影响，焦企有 10%-30%的限产不等。近日山西启动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安全检查仍趋严，焦企有进一步提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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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炭跟随黑色板块小幅反弹，目前第二轮提涨基本已经落地，短期环保

限产有所减弱，焦炭利润回升，焦企开工率有增长预期。基本面，当前日均铁水产量出现反

弹，需求端小幅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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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生产安全检查仍趋严，短期在黑色系中走势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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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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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