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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限产依旧，基建需求转暖 

<黑色>2022.2.13 

一、行业资讯 

◎ 针对近期铁矿石价格出现异动等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

司、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拟于近日派出联合调研组，赴部分商品

交易所、重点港口开展铁矿石市场监管调研。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

监管总局高度关注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将持续密切关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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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整体依旧偏强。一月社融数据的亮眼给到市场多头信心。

螺纹主力一度重回 5000 点，目前成材端需要关注冬奥结束后情况以及终端

需求，短期建议观望。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价格在 800 附近震荡，重心有所上移，周度六连

阳，趋势上依旧处在上行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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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近期社融数据的反弹也佐证了政策对于基建

的刺激，给到了市场更大的复苏预期,情绪持续转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

铁矿依旧在累库，在需求没有出现实际数据支撑的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需要

关注冬奥会后的复产对于铁矿需求的实际带动。 

 

螺纹：本周螺纹小幅走高，主力合约一度站上 5000 点。目前是春节过后

两周，冬储基本已经告一段落。冬奥期间供应端的铁水产量和需求端的成材

表需均难有明显起伏，市场目前交易的核心在于宏观预期。注意到一月份社

融数据的亮眼表现支撑了市场对于政策托底基建的预期，对于成材需求的判

断不如年初那样悲观，对于成材价格亦是利好。我认为现在还需要关注冬奥

会结束后的恢复限产情况以及成材需求表现超预期带来的刺激力度。 

 

焦炭：本周焦炭价格小幅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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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企开工率上升空间有限。基本面，当前日均铁水产量出现回落，需

求端小幅走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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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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和价格走势，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 发改委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其中提

到，对于能效在标杆水平特别是基准水平以下的企业，积极推广本实施指南、绿色技术推广

目录、工业节能技术推荐目录、“能效之星”装备产品目录等提出的先进技术装备，加强能

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污染物减排、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公辅设施改造，提高生产工

艺和技术装备绿色化水平，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预计 2022年 2月 11-20日，受间歇性冷空气影响，河北省北部空

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中南部 11-13日受污染辐合和湿度较高的影响，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

其中 11日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可能出现重度污染；14-20日，受可能的大范围雨雪

过程和间歇性冷空气扰动影响，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其中 18日，局地可能出现

轻至中度污染。 

◎ 广西生态环境厅发布 2021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总结：有序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柳钢第 3、第 4焦化厂 9月按期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验收监测，料场密闭改造按进度推

进；防城港盛隆冶金开展超低排放改造监测验收预评估工作。 

◎ 2月 11日，淡水河谷发布 2021年产销量报告，淡水河谷铁矿石年产能于 2021年底达到

约 3.4亿吨。2022年下半年，伊塔比拉和布鲁库图运营区的尾矿过滤工厂将逐步达产，分

别位于这两大运营区的伊塔比鲁苏（Itabiruçu）矿坝和托尔托（Torto）矿坝的尾矿存储能

力将增加，在此之后，到 2022年底，淡水河谷铁矿石年产能有望达到 3.7 亿吨。 

◎ 1月，M2同比增长 9.8%，上月增长 9%。新增人民币贷款 3.98万亿元，上月新增 1.13万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新增 6.17万亿元，上月新增 2.37万亿元。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年 2月 8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增 1.79%， 月环比降

9.42%。澳洲整体发运未出现预期外变量，其中丹皮尔虽有检修，但是影响力拓发运量有

限。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增 4.06%，月环比增 11.38%。巴西整体发运年同比降

低，至 2月 8日巴西 运累积值年同比降低 291万吨。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

https://hebei.mysteel.com/
https://hebei.mysteel.com/
https://shijiazhuang.mysteel.com/
https://hengshui.mysteel.com/
https://xingtai.mysteel.com/
https://handan.mysteel.com/
https://guangxi.mysteel.com/
https://tks.mysteel.com/
https://t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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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降 10.96%，月环比增 5.60%；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比降 1.28%，月环比降 0.56%；巴西矿到

港量周环比降 33.24%，月环比增 21.49%。 

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铁水日均产量 206.04万吨，环比下降 13.31万吨，同比下降

37.02 万吨，铁水的下降主要为冬奥会限产所致。本周 Mysteel统计全国 45 个港口进口铁

矿库存为 15889.94万吨，环比增 163.64万吨；日均疏港量 247.88万吨增 0.5万吨。全国

186 家矿山企业产能利用率为 57.56%，环比降 3.41%，同比降 7.77%，矿山精粉库存 342.98

万吨，增 41.23万吨，本期矿山产能利用率下降，矿山精粉累库。 

价差上，本周卡粉-PB 价差小幅回落，参考数据来看，卡粉周环比涨 38， 月环比涨

129；PB粉周环比涨 37，月环比涨 125；超特周环比 涨 21，月环比涨 90。 

盘面上，本周铁矿主力价格在 800附近震荡，重心有所上移，周度六连阳，趋势上依旧

处在上行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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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社融数据的反弹也佐证了政策对于基建的刺激，给到了市场更大的复苏预期,情绪持续

转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铁矿依旧在累库，在需求没有出现实际数据支撑的明显变化的

情况下，需要关注冬奥会后的复产对于铁矿需求的实际带动。 

 

图 1： 铁矿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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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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 Mysteel调研 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68.19%，环比上周下降 6.67%，同比去年下降

20.36%；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6.57%，环比下降 4.94%，同比下降 14.64%；钢厂盈利率

82.25%，环比下降 0.87%，同比增加 6.49%；日均铁水产量 206.04万吨，环比下降 13.31万

吨，同比下降 37.02万吨。Mysteel调研全国 71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3.57%，

环比下降 0.45%，同比下降 3.24%；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2.64%，环比上升 0.99%，同比下降

0.7%。铁水产量上周出现回落，铁水日产回到 200 万吨附近，主要是受到近期严格限产的影

响。需求端，现在正是冬奥期间，各地限产力度依旧严格，短期铁水产量受压制较明显，给

到成材一定的上行动力，不过具体的表需依旧有待观察。 

总体上看，本周螺纹小幅走高，主力合约一度站上 5000点。目前是春节过后两周，冬

储基本已经告一段落。冬奥期间供应端的铁水产量和需求端的成材表需均难有明显起伏，市

场目前交易的核心在于宏观预期。注意到一月份社融数据的亮眼表现支撑了市场对于政策托

底基建的预期，对于成材需求的判断不如年初那样悲观，对于成材价格亦是利好。我认为现

在还需要关注冬奥会结束后的恢复限产情况以及成材需求表现超预期带来的刺激力度。 

图 7： 螺纹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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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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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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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日均产量增 1.9为 57.3 万吨。 

同时，焦企在 1月累计提涨三轮 500 元/吨，也对焦企生产积极性提到助推作用,焦炭供应

呈现出稳步回升态势。不过近期铁水产量的下滑对焦炭库存形成压力，钢联统计 230家焦化

厂焦炭库存小幅增加 1.3 万吨至 75万吨。钢厂方面，冬储补库启动，钢厂经过近一个月的

积极补库后，目前库存水平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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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当前焦炭现

货价格承压。 

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价格小幅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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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企开工率上升空间

有限。基本面，当前日均铁水产量出现回落，需求端小幅走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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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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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7： 焦炭钢厂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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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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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