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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结束，复产启动 

<黑色>2022.3.13 

一、行业资讯 

◎ 初步统计，2022年 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19 万亿元，比上年

同期少 5315亿元。◎ 初步统计，2022年 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2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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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外镍的史诗级逼空带动了整个有色金属的起伏，内盘很大程度受

到了外盘的影响。残奥会结束后，复工复产预期增强，原料短或将强劲。成

材端需要关注下游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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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螺纹主力依旧处在震荡上行的通道中，在 5000 附近窄幅震

荡。由于受到铁矿焦炭价格走势的影响，本周螺纹亦是先抑后扬。基本面，本

周由于残奥会进行，铁水产量有所下滑，不过注意到螺纹库存结束了连续 9 周

的累库，印证了下游需求的转暖。我们预计短期螺纹可能跟随原料端持续上

涨，不过随着残奥会的结束，钢企复产可能较为积极，需要密切关注下游需求

情况，中期螺纹可能会出现回落。 

 

焦炭：本周焦炭主力受到国内基本面的影响有所回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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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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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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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23万亿元，同比少增 1258亿元。中国 2月 M2货币供应同

比增长 9.2%，前值 9.8%；M1同比增长 4.7%，前值-1.9%。 

◎ 截至 2021年底，河北省钢铁冶炼企业已减少至 39家。从企业性质看，炼钢产能主要集

中在民营企业，约占全省总产能 1.99亿吨的 70%；从区域分布看，唐山、邯郸两市约占全

省产能的 79%，曹妃甸、迁安、乐亭钢铁产能占唐山的一半以上，武安约占邯郸的 70%。

2021 年粗钢年产量超 500 万吨的企业有 14家。 

◎ 经河北省生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省环境气象中心联

合会商，预计 2022年 3月中旬（11日~20日），11 日和 13日，受东北高压影响，我省北

部和东部地区扩散条件逐步好转，空气质量改善，中南部城市受北风影响偏弱，改善有限，

仍以轻度至中度污染为主。 

◎ 3月 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中国 2月份汽车销量 173.7 万辆，同比上涨

18.7%；1-2月累计汽车销量 426.8万辆，同比上涨 7.5%。中国 2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 33.4

万辆，同比上涨 184.3%。1-2月份新能源车累计销量 76.5万辆，同比上涨 154.7%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3月 9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5.84%，月环比降

1.74%。澳洲总体发运尚可。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21.10%，月环比增

6.37%。巴西发运冲高回落，其中下降最多的是东南部矿区，受降雨量影响较大。我国铁矿

7 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降 3.75%，月环比降 10.25%；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9.73%，

月环比降 2.08%；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降 17.91%，月环比增 3.27%。 

需求端，本周 247家钢厂日均铁水产量 215.06 万吨，环比下降 4.70万吨，同比下降

26.54 万吨。247钢厂进口矿日均消耗量 264.73万吨，周环比降 8.56万吨，月环比增 11.4

万吨。本周铁水产量主要因为残奥会所致，残奥会本周过去后或有大量钢厂复产。 

本周 Mysteel统计全国 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5714.30万吨，环比降 140.22万

吨。Mysteel统计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1013.57万吨，环比减少 20.79万吨；

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64.73万吨，环比减少 8.56万吨，库存消费比 41.6，环比

增加 1.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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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周环比涨 5元，月环比涨 25元；PB粉周环比涨 15元，月环比涨 43元；超特周环比涨 14

https://hebei.mysteel.com/
https://dongbei.mysteel.com/
https://list1.mysteel.com/article/p-42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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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环比涨 33。目前钢厂利润被原料持续压缩，并且在材价格逐渐疲软下，钢厂利润逐

渐向下，如此钢厂或已开始考虑调整配比，预计高低品价差汇持续收缩。 

盘面上，本周铁矿主力价格在 800上方交投。大环境来看，本周伦镍史诗级的逼空大战

带动了外盘一众工业金属的上涨，不过之后随着外盘停止交易，有色金属价格有所回落。基

本面来看，市场对于残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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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受到了残奥会的影响，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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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5%，环比上周下降 3.87%，同比去

年下降 15.47%；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9.78%，环比下降 1.71%，同比下降 11.14%；钢厂盈

利率 83.55%，环比持平，同比下降 6.93%；日均铁水产量 215.06万吨，环比下降 4.70万

吨，同比下降 26.54万吨。我的钢铁网调研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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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螺纹产量增加 6.41万吨至 296.69万

吨，产量连续四周出现回升。库存上看，本周螺纹钢总库存环比下滑 36.55 万吨，同比下降

19.4%，社会库存环比上周下滑 8.53万吨，厂库下滑 28.02万吨。库存上结束了连续 9周的

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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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螺纹主力依旧处在震荡上行的通道中，在 5000附近窄幅震荡。由于受

到铁矿焦炭价格走势的影响，本周螺纹亦是先抑后扬。基本面，本周由于残奥会进行，铁水

产量有所下滑，不过注意到螺纹库存结束了连续 9 周的累库，印证了下游需求的转暖。我们

预计短期螺纹可能跟随原料端持续上涨，不过随着残奥会的结束，钢企复产可能较为积极，

需要密切关注下游需求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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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铁水产量有所下滑，抑制了焦炭的涨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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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依旧易涨难跌。 

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受到国内基本面的影响有所回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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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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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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