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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整体偏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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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走势偏强，焦炭四轮提涨完毕，焦化利润对

于焦炭压力显现。成材端需要关注冬储采购情况以及终端需求，短期维持看

多思路。 

铁矿：盘面上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持续走高，周度五连阳，趋势上依旧处在

上涨通道，近期焦炭的回调压缩了给到了钢厂复产一定支持，铁矿交投有所转

暖。同时目前铁水产量有所反弹，产量恢复至 220 万吨附近对于原料端支撑较

强，叠加市场复产预期持续升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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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螺纹小幅走高，主力合约站上 4700 点。冬储对于螺纹需求拉

动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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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螺纹供需双弱格局依旧没有改变，从季节性走势来

看，钢材库存在春节后第三周达到峰值，届时成材价格大概率回调，叠加目前

需求季节性走弱，中期钢材价格整体震荡偏弱运行。 

 

焦炭：本周焦炭价格小幅回落，短期在东奥来临，环保限产加严的背景

下，钢厂对于焦炭价格的打压尤为显著，目前焦炭利润在 200-300 区间出现瓶

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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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目前焦炭库

存持续累积，对于焦炭价格形成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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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 工信部：到 2025年，环保装备制造行业技术水平明显提升，一批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短

板技术装备取得突破，高效低碳环保技术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充分满足重大环境治

理需求。 

◎ 海关总署：2021年 1-12 月再生钢铁原料累计进口 55.55万吨，其中从日本进口 39.2万

吨，占全年总进口量的 70.6%，从韩国进口 9.57万吨，占总全年进口量 17.2%。 

◎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下一步将扎实推进煤炭产运需衔接和煤炭中长期合同履约工作，继

续做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保持煤炭正常生产，保障发电供热和原料用煤需求，加强重点地

区资源保障，做好春节、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煤炭保供稳价工作，确保煤炭安全稳定供

应。 

◎ 江苏省人民政府：“十四五”时期，江苏开展高耗能行业能效对标达标活动，严格节能

评估审查，推动钢铁、建材、石化、化工、纺织等重点行业以及其他行业重点用能单位深化

节能改造。 

◎ 2021年，河北深入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十条措施，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共关停

高炉 38座、转炉 27座，4.3 米焦炉 10座，4家钢铁企业实现退城搬迁，邢钢、邯钢搬迁项

目正在积极推进。 

◎ 国家能源集团：2021年完成煤炭产量 5.7亿吨，同比增长 8.3%；煤炭销量 7.7亿吨，同

比增长 8.8%；完成发电量 1.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2%；铁路运量 4.8 亿吨，同比增长

5.1%。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1月 19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12.77%， 月环比降

5.65%。澳洲整体发运进入季节性下降渠道，其中力拓发运下降比较明显，黑德兰港整体发

运在高位。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12.77%，月环比降 5.65%。巴西铁矿整体发

运受降雨量影响有限。透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增 2.08%， 月环比增 47.58%

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比降 6.9%，月环比增 41.91%；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57.24%，月环比

增 81.4%。 

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日均铁水产量 218.20万吨，环比增加 4.51万吨，同比下降

25.35 万吨。进口铁矿消耗量周环比增 5.47万吨，年同比下降 29.44万吨。铁水整体恢复

至 218万吨水平，考虑冬奥会下其恢复力度强于预期，关注其后期表现。库存上，港口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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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存本期降 261.38万吨至 1.54亿吨，年同比增 2997.61万吨；247钢厂进口矿库存周环

比增 215万吨，月环比 增 900万吨，年同比降 282 万吨；钢厂厂内库存周环比增 124万 

吨，年同比增 371万吨。目前来看库存整体处在高位，宽松格局还将持续。 

价差上，本周卡粉-PB 价差小幅回落，卡粉周环比涨 25，月环比涨 135；PB粉周环比涨

40，月环比涨 49；超特周环比涨 37，月环比涨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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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面上，本周铁矿主力价格持续走高，周度五连阳，趋势上依旧处在上涨通道，近期焦

炭的回调压缩了给到了钢厂复产一定支持，铁矿交投有所转暖。同时目前铁水产量有所反

弹，产量恢复至 220万吨附近对于原料端支撑较强，同时市场复产预期持续升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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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6.25%，环比上周增加

0.48%，同比去年下降 12.07%；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1.08%，环比增加 1.19%，同比下降

10.15%；钢厂盈利率 81.82%，环比下降 1.30%，同比下降 4.33%；日均铁水产量 218.20万

吨，环比增加 4.51万吨，同比下降 25.35万吨。全国 71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29.02%，环比下降 9.93%，同比下降 7.14%；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25.52%，环比下降 11.17%，

同比下降 6.85%。从产量上看连续四周出现反弹，铁水日产回到 220万吨附近，印证了市场

对于复产的预期，短期趋势性较强。需求端，当前全国气温回落，下游工地开工下滑，叠加

冬奥会临近，表需依旧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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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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本周螺纹小幅走高，主力合约站上 4700点。冬储对于螺纹需求拉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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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供需双弱格局依旧没有改变，从季节性走势来看，钢材库存在春节后第三周达到峰值，

届时成材价格大概率回调，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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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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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 Mysteel统计全国 230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为 76.7%，增 2.4 %；焦炭日

均产量 55.4，增 1.4，焦炭库存 73.7，减 6.6，炼焦煤总库存 1358.0，增 69.4，焦煤可用

天数 18.4天，增 0.5天。从数据上可以看出铁水产量的提升对焦炭产量的带动比较明显。

不过由于铁矿近期的快速走高压缩了钢厂利润，目前钢厂对于焦企和钢企博弈加剧，钢厂顺

着粗钢限产政策预期开始打压焦炭价格，当前华东某主流钢厂已停止采购，另有钢厂先后开

启 30、120元/吨首轮提降，整体来看当前焦炭现货价格承压。 

https://www.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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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价格小幅回落，短期在东奥来临，环保限产加严的背景下，钢厂对

于焦炭价格的打压尤为显著，目前焦炭利润在 200-300 区间出现瓶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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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目前焦炭库存持续累积，对于焦炭价格形成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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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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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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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