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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再发力，煤炭价格受挫 

<黑色>2022.2.27 

一、行业资讯 

◎ 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

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明确了钢铁、水泥等 17 个高耗能行业

节能降碳改造升级的工作方向和目标，旨在指导各有关方面有序开展

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工作。详情>> 

◎ 国家能源集团：2021年新能源开工 1968万千瓦、新增装机 1089

万千瓦，均创历史最高水平，风电装机规模保持世界第一。 

◎ 河南省“十四五”现代供应链发展规划于今日发布，规划提出要

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原材料供应渠道布局，推动大宗

 

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

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邮编：200030 

电话：021-54071958 

信箱：dlqhyfb@126.com 

 

姓名：李迅 

投资咨询证号：Z0000029 

电话：021-24016033 

邮箱：Lexic2004@163.com 

 

 

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分化严重。继铁矿之后，煤炭价格受到宏观政策打压，期货

盘面出现急速下滑。成材与铁矿维持震荡。市场普遍在观望复产程度以及需

求恢复速度。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价格在 700 附近窄幅震荡，政策打压导致的急跌之后

铁矿价格有所企稳。基本面来看，市场对于冬奥之后钢企的集中复产有较高预

期，尽管本周钢厂开工进度不及预期，但是铁矿需求依旧保持乐观，短期如果

政策面没有持续消息，铁矿将会出现易涨难跌的格局。 

 

螺纹：本周螺纹主力合约重心下移，主力合约周度下跌 200 点。本周螺纹

与铁矿逻辑相左，铁水产量的回升对于铁矿相对利好，但是对于螺纹比较利

空，尤其是目前终端需求的恢复速度较缓，持续的累库进程对于螺纹价格形成

拖累。 

 

焦炭：本周焦炭主力受到政策面影响，周五出现跳水，单日跌 200 点。由

于目前煤炭价格处在规定合理区间的上线附近，因此我们对于焦炭中长期走势

持偏空观点。不过基本面来看，东奥之后钢铁企业复产预期的主线逻辑为原料

利润带来修复，焦炭市场的刚性需求回归，短期焦炭支撑犹在。 

 

 

 

        

https://www.100njz.com/market/p-2155-----1001-0--------1.html
https://news.mysteel.com/22/0225/10/B726DE01AE302DAA.html
https://henan.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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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平稳有序供应。 

◎ 2月 16日敬业集团废钢系统从巴西采购的 6万吨炼钢生铁抵达曹妃甸港，并于 2月 18

日顺利通关。 

◎ 淡水河谷 2021年净利润为 224亿美元，同比增长 176亿美元。铁矿石年产能从 2020年

底的 3.22亿吨增长至 2021 年底的约 3.4亿吨。 

◎目前我国六大沿海钢铁生产基地均已投产，总的钢铁产能已近 9000万吨，辐射市场遍及

全国。同时乐亭、盐城等沿海地区仍在建设一批大型钢铁项目。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2月 22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增 16.89%，月环比降

0.73%。澳洲铁矿发运整体处在历史合理区间内。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增

2.27%，月环比降 16.21%。巴西铁矿发运虽有所反弹，但是其发运受到降雨等因素影响，仍

在年同比低位运行。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降 20.63%，月环比降 6.12%；其中

澳矿到港量周环比降 22.79%，月环比降 12.5%；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降 18.8%，月环比增

19.89%。 

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产量 208.85万吨，环比增加 5.85万吨，同比下降 37.78万吨。

247 钢厂进口矿日均消耗量 258.08，周环比增 9.72，月环比降 13.86。本周钢厂逐渐复产，

但是整体复产不及预期。本周 Mysteel统计全国 45 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5886.57万吨，

环比降 147.48万吨；日均疏港量 293.79万吨增 38.42 万吨。同时，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

存总量为 11118.58万吨，环比增加 54.26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58.08万

吨，环比增加 9.72万吨，库存消费比 43.08，环比减少 1.47天。随着钢厂逐渐复产，后期

钢厂或有补库需求。 

价差上，本周高低品，高中品价差小幅震荡。参考数据来看，卡粉周环比涨 30元，月

环比跌 10元；PB粉周环比涨 35元，月环比涨 13 元；超特周环比涨 45元，月环比跌 1

元。 

盘面上，本周铁矿主力价格在 700附近窄幅震荡，政策打压导致的急跌之后铁矿价格有

所企稳。基本面来看，市场对于冬奥之后钢企的集中复产有较高预期，尽管本周钢厂开工进

度不及预期，但是铁矿需求依旧保持乐观，短期如果政策面没有持续消息，铁矿将会出现易

涨难跌的格局。 

 

https://feigang.mysteel.com/
https://shengtie.mysteel.com/
https://yancheng.mysteel.com/
https://xinggang.mysteel.com/
https://www.mysteel.com/
https://tks.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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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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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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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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数据上看，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3.44%，环比上周增加 3.85%，同比去

年下降 16.06%；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7.61%，环比增加 2.17%，同比下降 15.11%；钢厂盈

利率 83.12%，环比增加 2.16%，同比下降 2.60%；日均铁水产量 208.85万吨，环比增加

5.85 万吨，同比下降 37.78 万吨。我的钢铁网调研结果显示有 20家钢厂总计 26座高炉预

计将在月内有复产计划。2 月份全国日均铁水产量在 208万吨上下波动，而 2022年 3月份

的全国日均铁水产量预计将回归至 219万吨左右，复产预期还是较强，同时螺纹表需回升

16.6 万吨至 189.4万吨，表需有所好转，不过这两周螺纹表需回升速度放缓，短期的数据

不佳使得市场多头热情有所降温，需要密切关注这几周的表需数据。库存上看，本周螺纹厂

库增加 4.78万吨至 320.71 万吨，社库增加 79.78 万吨至 965.28万吨，处于持续累库趋

势。 

总体上看，本周螺纹主力合约重心下移，主力合约周度下跌 200点。本周螺纹与铁矿逻

辑相左，铁水产量的回升对于铁矿相对利好，但是对于螺纹比较利空，尤其是目前终端需求

的恢复速度较缓，持续的累库进程对于螺纹价格形成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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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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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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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1： 高炉炼钢利润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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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冬奥会的闭幕，钢厂复产节奏加快，焦炭市场的刚性需求回归，焦企心态明显好

转，部分焦炭企业于周初开始第一轮提涨，提涨幅度在 200元左右。 

不过 2月 25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重点地区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

间，自 2022年 5月 1日起执行。其中，山西为 370-570元/吨，陕西 320-520元/吨，蒙西

260-460元/吨，蒙东 200-300元/吨，煤炭价格下方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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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受到政策面影响，周五出现跳水，单日跌 200 点。由于目前煤

炭价格处在规定合理区间的上线附近，因此我们对于焦炭中长期走势持偏空观点。不过基本

面来看，东奥之后钢铁企业复产预期的主线逻辑为原料利润带来修复，焦炭市场的刚性需求

回归，短期焦炭支撑犹在。 

 

 

 

 

 

图 13： 焦炭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4： 焦炭现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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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焦炭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6： 焦炭钢厂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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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告并不能完全

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

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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