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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冲突升级，原料价格飞涨 

<黑色>20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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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山西印发《5G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壮大 2022年行动计划》，计

划提出以全省煤矿智能化建设为带动，赋能煤矿开拓、采掘（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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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整体强势，受到地缘冲突以及复产节奏加快的影响原料

端的铁矿和焦煤焦炭涨势迅猛，主力合约均周度五连阳。在原料端的强

支撑下，螺纹亦是易涨难跌。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价格重新站上 800 关口，单周五连阳收复了春节

后两周的失地。大环境来看，俄乌冲突加剧对于全球工业原料影响较大，

内盘很大程度受到了外盘铁矿上涨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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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钢厂开工率以及铁水产量的快速回升

印证了市场的预期，铁矿需求依旧保持乐观，短期在宏观以及基本面的支

撑下，铁矿将会出现震荡偏强的格局。 

 

螺纹：本周螺纹主力合约周度上涨近 300 点，收于 5000 下方。由于

焦炭和铁矿本周大涨，螺纹成本支撑增强，盘面螺纹出现跟涨。基本面，

本周由于钢厂复产加快，铁水产量快速回升导致库存持续累积，其中以螺

纹累库较快，对螺纹形成拖累。我们预计短期螺纹可能跟随原料端持续上

涨，但目前下游需求依旧不明朗的情况下，中期螺纹可能会出现回落。 

 

焦炭：本周焦炭主力受到多重利多影响，周度五连阳，单周上涨近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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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目前全球基础资源价格涨势迅猛，我们预计短期焦炭还将维

持偏强格局。 

 

        

https://www.100njz.com/market/p-2155-----100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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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智能化运行。 

◎ 《四川省重点领域企业节能降碳工作方案（2022-2025年）》印发，方案提出确保到

2025 年重点行业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 30%。 

◎ 3月 2日黑龙江印发《关于全国“两会”冬残奥会期间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督查检查的通

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 今年河南省将继续扎实推进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同时抓好

煤炭稳产稳供，力争全年生产原煤 1亿吨以上。 

◎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组织开展督导工作，5个督导小组将在 3月 1日-15日对咸

阳、渭南、等地开展矿山安全生产督导工作。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3月 2日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1.41%，月环比涨 6.95%。澳

洲整体发运尚可，其中力拓发运仍就疲软，主要是受到港口检修影响。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

发货量周环比增 46.12%，月环比增 13.84%。巴西雨季影响逐渐过去，铁矿发运冲高。我国

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降 0.59%，月环比降 22.68%；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比降

2.89%，月环比降 19.76%；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31.67%，月环比降 6.03%。 

需求端，本周钢联 247 日均铁水产量 219.76万吨，环比增加 10.91万吨，同比下降

26.26 万吨。247钢厂进口矿日均消耗量 273.29万吨，周环比增 15.21万吨，月环比增

19.96。本周日均铁水产量大幅增长，钢厂复产节奏有所加快。 

本周 Mysteel统计全国 47港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6422.52万吨，环比降库 14.05万

吨，日均疏港量 311.75万吨，环比增 4.66万吨。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1034.36万

吨，环比减少 84.22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73.29万吨，环比增加 15.2万

吨，库存消费比 40.38，环比减少 2.7天。随着钢厂逐渐复产，库存出现去化迹象。 

价差上，本周中低品价差继续高位震荡，高中品价差逐渐收缩至 2021 年同期水平。卡

粉周环比涨 50元，月环比跌 45元；PB粉周环比涨 59元，月环比跌 24元；超特周环比涨

33 元，月环比跌 47元。 

盘面上，本周铁矿主力价格重新站上 800关口，收复了春节后两周的失地。大环境来

看，俄乌冲突加剧对于全球工业原料影响较大，内盘很大程度受到了外盘铁矿上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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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钢厂开工率以及铁水产量

https://sichuan.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shaanxi.mysteel.com/
https://www.mysteel.com/
https://tks.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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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回升印证了市场的预期，铁矿需求依旧保持乐观，短期在宏观以及基本面的支撑下，

铁矿将会出现震荡偏强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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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上看，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4.72%，环比上周增加 1.29%，同比去

年下降 14.21%；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1.49%，环比增加 3.88%，同比下降 11.09%；85家独

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69.11%，环比上升 14.03%，同比下降 2.76%；平均产能利用

率为 63.57%，环比上升 13.57%，同比下降 6.41%；钢厂盈利率 83.55%，环比增加 0.43%，

同比下降 6.49%；日均铁水产量 219.76万吨，环比增加 10.91万吨，同比下降 26.2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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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万吨左右，复产预期还是较强。库存上看，本周五大品种库存环比增加 22.9万吨，

同比下降 24.5%。其中螺纹钢总库存环比增加 34.75 万吨，同比下降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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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螺纹主力合约周度上涨近 300 点，收于 5000下方。由于焦炭和铁矿本

周大涨，螺纹成本支撑增强，盘面螺纹出现跟涨。基本面，本周由于钢厂复产加快，铁水产

量快速回升导致库存持续累积，其中以螺纹累库较快，对螺纹形成拖累。我们预计短期螺纹

可能跟随原料端持续上涨，但目前下游需求依旧不明朗的情况下，中期螺纹可能会出现回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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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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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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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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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炭走势与分析 

基本面来看，本周钢厂复产节奏加快，焦炭市场的刚性需求回归，焦企心态明显好转，

部分焦炭企业开始第二轮提涨，提涨幅度在 150元左右。但是由于地缘冲突升级，全球能源

以及工业品飞涨，市场对于俄乌煤炭进口下滑的预期加剧。 

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受到多重利多影响，周度五连阳，单周上涨近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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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目前全球基础资源价格涨势迅猛，我们预计短期焦炭还将

维持偏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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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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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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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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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

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

切买卖风险自负。 

 

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传送、翻版、

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

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