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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预期持续发酵，弱需求难见起色 

<黑色>2022.4.17 

一、行业资讯 

◎ 陕西省发改委：按照《陕西省节约能源条例》有关要求，2021年

年综合能耗 1万吨标准煤以上单位，纳入陕西省重点用能单位名单管

理；2021版名单内 2021年年综合能耗低于 5千吨标准煤的单位，退

出名单。 

◎ 云南省发改委：原则上同意新建年产 50万吨Ф219无缝钢管自动

生产线一条。主要产品为 20 号、45号钢种的无缝管。新建年产 10万

吨 CKJ50无缝钢管生产线。主要产品为 20号、45号、Q345B钢种的

无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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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尽管受到疫情影响，铁水产量却有所反弹给到了原料端很强的支撑，

不过需求端在疫情持续的当下依旧难有起色，强预期能否兑现的怀疑给到成

材较强的压力。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维持高位震荡。基本面来看，唐山地区逐步解封，目

前钢企复产意愿较强，疫情对于铁水产量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我们对于铁矿

需求依旧维持较好预期。预计短期铁矿仍将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螺纹：本周螺纹主力维持窄幅震荡走势。4 月前，市场一直交易强预期，

但是受疫情影响，我们看到需求端依旧难有起色，尤其是近期螺纹钢库存的累

积给到了市场对于强预期能否兑现的怀疑。供应端河北地区解封，钢厂逐步复

产。废钢到货量屡创新高，整体供应环境逐步宽松。目前钢材受到原料端推涨

动力仍在，基本面却偏弱，建议观望为主。 

 

焦炭：本周焦炭主力持续走高，周五收盘站上 4200 关口。本周随着铁水

产量的回升，焦炭产量跟涨。虽然疫情制约物流运输，但钢厂被动去库。相较

于原料端的铁矿，焦炭的成本支撑较强，焦煤价格易涨难跌，因此预计短期焦

炭依旧维持偏强格局。 

 

 

 

        

https://shaanxi.mysteel.com/
https://gg.mysteel.com/
https://wufengguan.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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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4日晚，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恢复杭州市高速

公路入口货运半挂车、工程运输车通行的通告》，2022年 4月 15日起取消每日 8时至 20

时杭州市高速公路各入口限制货运半挂车、工程运输车通行的临时规定，各入口恢复正常通

行。 

◎ 截至 4月 12日中午，唐山市 1992家规上工业企业中，已有 1924家企业复工复产，复工

率达 96.6%，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98.3%；已有 333个省市重点项目复工，复

工率达 95%。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4月 14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 1731.3万吨，环比减少 0.3万

吨，其中澳洲发往中国 1322.3万吨，环比减少 156.7 万吨。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

552.2 万吨，环比增加 56.1 万吨。本周中国 47港到港总量 1961.8万吨，环比减少 186.6

万吨;中国 45港到港总量 1885.8万吨，环比减少 133.2万吨;北方六港到港总量为 867.2万

吨，环比减少 37.7万吨。 

需求端，本周 Mysteel 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0.11%，环比上周增加 0.84%，同比

去年下降 4.02%；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6.42%，环比增加 1.48%，同比下降 1.49%；日均铁

水产量 233.30万吨，环比增加 3.98万吨，同比下降 1.06万吨。本周铁水产量持续反弹，

钢厂铁矿日耗也有所回升显示出疫情对于铁水这块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 

本周 Mysteel 统计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0854.53万吨，环比增加 147.42

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86.96万吨，环比增加 5.26万吨，库存消费比

37.83，环比减少 0.18天。目前去库速度虽有所放缓，社会库存甚至出现短期累库，但从钢

厂库存的下降幅度看，后期库存降幅会更快。 

 

盘面上，本周铁矿主力维持高位震荡。基本面来看，唐山地区逐步解封，目前钢企复产

意愿较强，疫情对于铁水产量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我们对于铁矿需求依旧维持较好预期。

预计短期铁矿仍将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https://hangzhou.mysteel.com/
https://list1.mysteel.com/article/p-42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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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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铁矿石港口库存  万吨 图 6： 铁矿港口疏港量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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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数据上看，本周全国 247家高炉开工率为 79.27%，周环比 上升 1.8 个百分点；高炉产

能利用率 84.95%，周环比上升 1.2个百分点； 81 家电炉产能利用率 57.0%，周环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 

本周五大品种合计产量为 987.6万吨，环比上周上升 25.0万吨。其中螺纹产量共

309.8 万吨，环比上周上升 6.4万吨，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 13.2%。需求方面，本周五大品

种消费总量达 961.5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31.3万吨，降幅 3.1%。 其中螺纹周消费量

296.2 万吨，环比下降 14.6 万吨，降幅 4.7%。库存上，本周周螺纹厂库周环比上升 10.4万

吨至 317.4万吨，社库周环比上升 3.8万吨至 1332.6 万吨。受疫情及资金紧张影响，需求

依旧疲软，整体降库速度慢于往年，施压钢价。 

总体上看，本周螺纹主力维持窄幅震荡走势。4月前，市场一直交易强预期，但是受疫

情影响，我们看到需求端依旧难有起色，尤其是近期螺纹钢库存的累积给到了市场对于强预

期能否兑现的怀疑。供应端河北地区解封，钢厂逐步复产。废钢到货量屡创新高，整体供应

环境逐步宽松。目前钢材受到原料端推涨动力仍在，基本面却偏弱，建议观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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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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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上看，230家焦化厂剔除淘汰产能利用率 78.34% ，周环比微增 0.22%；230家独立

焦化厂焦炭日均产量 56.96 万吨，周环比增 0.16 万吨，港口 247家钢厂+全样本焦化厂焦炭

总库存为 1063.29万吨，周环比降 2.35万吨。提涨落地后，焦化利润有所回升，焦企生产

积极性进一步释放，不过近期各地均有减产计划，预计下周焦炭将有所下滑。 

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持续走高，周五收盘站上 4200 关口。本周随着铁水产量的回

升，焦炭产量跟涨。虽然疫情制约物流运输，但钢厂被动去库。相较于原料端的铁矿，焦炭

的成本支撑较强，焦煤价格易涨难跌，因此预计短期焦炭依旧维持偏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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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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焦炭港口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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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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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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