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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利率再降，提振成材市场 

<黑色>2022.5.22 

一、行业资讯 

◎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组织重点煤炭和电力企业、相关行

业协会、市场资讯机构召开专题会议，就如何界定动力煤等重点问题

进行交流研讨。煤炭生产经营企业销售的热值低于 6000千卡煤炭，

如无明确合同、发票等证据证明其最终用于炼焦、化工等非动力用

途，一般可视为动力煤。 

◎“西煤东运”大动脉大秦铁路 20日全面完成今年首次集中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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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整体先抑后扬，本周央行降低房贷利率，进一步提振了市

场信心，给到了黑色系一定支撑。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在 800 附近震荡，趋势上止住了周度两连阴。基本面

来看，本周铁水产量持续回升，疫情对于铁水产量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铁矿

库存持续去库给到了价格一定支撑。我们预计短期铁矿价格难有明确趋势性变

化，市场对于终端需求的预期以及价格下滑后的短期补库相互博弈。铁矿维持

震荡格局。 

 

螺纹：本周螺纹主力先抑后扬，整体处于震荡走势。基于我们对疫情的判

断，5 月底前需求端难有起色。目前炼钢利润达到 200-350 元/吨，有助于铁

水产量的进一步回升。注意到虽然螺纹表需有所下滑，但是螺纹高频成交依旧

活跃，显示出下游出货依旧较为积极，短期在明确基本面变化的情况下，螺纹

建议观望为主。 

 

焦炭：本周焦炭主力维持震荡走势。焦炭市场三轮提降落地，累积降幅

600 元，炼焦利润经过持续压缩，目前大部门焦企处于盈亏边缘，抑制了产量

提升。不过本周炼焦煤价格有所企稳，给到了焦炭一定支撑。预计焦炭继续地

位震荡运行。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steam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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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时，沿线不同区段停轮的 25列 2万吨重载列车同时启轮。这条从山西大同开往河北秦皇

岛的运煤专线恢复正常运力，将全力保障煤炭供应，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 

◎2022年 5月 20日央行公布 5年期以上 LPR为 4.45%，较上月水平（4.6%）下降 15个基

点。结合此前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下调 20个基点，意味着首套房利率下限降至 4.25%。央

行降低房贷利率，降低购房者置业成本、提高购房者置业意愿的同时，进一步提振了市场信

心。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5月 18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9.79%，月环增 1.03%。

透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增 2.37%，月环比增 5.6%。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

港量周环比增 6.14%，月环增 11.99%；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微增 0.17%，月环比增 7.37%；

巴西矿到港量周 环比增 35.33%，月环比增 2.04%。 

需求端，钢联公布 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3.01%，环比上周增加 0.40%，同比去年下 

降 4.22%；日均铁水产量 239.53万吨，环比增加 1.35万吨，同比下降 4.16 万 吨。247钢

厂进口矿日均消耗量 294.14 万吨，周环比增 2.04 万吨，月环比增 7.79 万吨。虽然近期山

西地区部分钢厂限产，但是唐山，山东地区焖炉逐渐复产，铁水产量依旧小幅回升。 

本周 45港口总库存周环比降 437万吨至 1.36 亿吨，月环比降 1167万吨，年同比增

1048 万吨。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0910.31 万吨，环比减少 111.78 万吨；当前

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94.14万吨，环比增加 1.44万吨，库存消费比 37.09，环比减少

0.56 天。目前铁矿库存依旧保持去库趋势。 

本周铁矿主力在 800 附近震荡，趋势上止住了周度两连阴。基本面来看，本周铁水产量

持续回升，疫情对于铁水产量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铁矿库存持续去库给到了价格一定支

撑。我们预计短期铁矿价格难有明确趋势性变化，市场对于终端需求的预期以及价格下滑后

的短期补库相互博弈。铁矿维持震荡格局。 

 

https://datong.mysteel.com/
https://hebei.mysteel.com/
https://qinhuangdao.mysteel.com/
https://qinhuangd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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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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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数据上看，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3.01%，环比上周增加 0.40%，同比去年下降

4.22%；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8.66%，环比增加 0.38%，同比下降 2.68%；钢厂盈利率

56.71%，环比下降 1.73%，同比下降 33.33%；日均铁水产量 239.53万吨，环比增加 1.35万

吨，同比下降 4.16万吨。本周全国 139家建材生产企业中螺纹钢周度产量为 295.13万吨，

较上周减少 15.01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75.49 万吨。 

需求端，从表需数据来看，本周表需 310.61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16.64 万吨，主要受

到新一轮降雨来袭的影响，5月份的需求还有待观察，不过疫情方面，预计 5月下旬将有所

缓解，需求能够得到一定释放。 

库存看，本周螺纹钢钢厂累库 2.29万吨至 363.36 万吨，社会库存减少 17.77万吨至

843.4 万吨，总库存降低 15.48万吨至 1206.76万吨。螺纹全国总库存明显低于近两年均

值，但社会库存和厂库在疫情影响下，出现反季节性的累库。 

总体上看，本周螺纹主力先抑后扬，整体处于震荡走势。本周央行降低房贷利率，降低

购房者置业成本、提高购房者置业意愿的同时，进一步提振了市场信心。基于我们对疫情的

判断，5月底前需求端难有起色。目前炼钢利润达到 200-350元/吨，有助于铁水产量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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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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回升。注意到虽然螺纹表需有所下滑，但是螺纹高频成交依旧活跃，显示出下游出货依

旧较为积极，短期在明确基本面变化的情况下，螺纹建议观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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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流程产量 短流程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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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5月 20日，Mysteel统计独立焦企全样本：产能利用率为 82.2%，较上

周增 0.2%。日均产量 69.9 万吨，与上周基本持平。 全国 230家样本独立焦 化厂的焦炭库

存 82.2万吨，较上周减 2.7万吨；Mysteel 统计 全国 247 家样本钢厂的焦炭库存 679.12

万吨，较上周增 1.22 万吨。焦钢厂焦炭总库存 761.32 万吨，较上周减 1.48 万吨。焦企高

库存随着产地物流缓解迅速下移，焦炭整体库存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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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维持震荡走势。焦炭市场三轮提降落地，累积降幅 600元，炼

焦利润经过持续压缩，目前大部门焦企处于盈亏边缘，抑制了产量提升。不过本周炼焦煤价

格有所企稳，给到了焦炭一定支撑。预计焦炭继续地位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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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