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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预期 vs 弱现实，成材仍需观望 

<黑色>2022.5.29 

一、行业资讯 

◎5 月 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提振工业经济电视电话会议，会议

要求，抓紧实施制造业“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和项目，适度超前部

署 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组织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

活动，推出一批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和示范项目，促进汽车、家电等大

宗商品消费。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统计，1-4月份，排名前 10家企

业原煤产量合计为 7.6亿吨，同比增加 0.5亿吨，占规模以上企业原

煤产量的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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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整体先抑后扬，国家频出利好政策，进一步提振了市场信

心，给到了黑色系一定支撑。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先抑后扬，重心有所上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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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对于铁矿需求依旧比较乐观，唯一的压力在于成材

需求偏弱。预计铁矿维持震荡偏强格局。 

 

螺纹：本周螺纹主力先抑后扬，整体处于震荡走势。随着稳增长政策频

出，国常会要求，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给到了市场信心。不过基于

我们对疫情的判断，目前需求端难有起色。近期依旧是强预期与弱现实的博

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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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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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市场全面落实第四轮降价，累计

降幅 800 元/吨。炼焦利润经过持续压缩，目前大部门焦企已经是亏损状态，

焦企生产积极性一般，开工率略有下降。不过本周焦炭下游成交气氛转淡，库

存有所累积预计焦炭继续地位震荡运行。 

 

 

 

https://coal.mysteel.com/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号 
  策略研报<黑色>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2/9 

◎发改委批复同意山西离柳矿区肖家洼煤矿及配套选煤厂建设规模由 800 万吨/年调整为

1200 万吨/年，总投资调整为 53.45亿元。 

◎全球能源短缺之下，能源大省山西再次承担保供重任。从 4月至 12月底，山西将保障广

东、浙江、福建等 9个省市区的煤炭需求，总量约 4770万吨。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年 5月 25 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增 8.48%，月环增 

3.28%。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增 21.33%，月环比增 3.28%。我国铁矿 7日移动

平均到港量周环比增 4.14%，月环增 1.02%；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增 13.46%，月环比增

11.77%；巴西矿到港量周环比持平%，月环比降 12.3%。 

需求端，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3.83%，环比上周增加 0.82%，同比去年下降 4.24%； 

日均铁水产量 240.88万吨，环比增加 1.34万吨，同比下降 3.43万吨。目前主流地区未见

明显减产行动，预计铁水日产将维持 240万吨水平。 

库存上，45港口总库存周环比降 105万吨至 1.35亿吨，月环比降 1064 万吨，年同 比

增 832万吨。整体库存继续在降库趋势中，不过幅度开始放缓。 

本周铁矿主力先抑后扬，重心有所上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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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对于铁

矿需求依旧比较乐观，唯一的压力在于成材需求偏弱。预计铁矿维持震荡偏强格局。 

 

图 1： 铁矿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https://guangdong.mysteel.com/
https://guangdong.mysteel.com/
https://fujian.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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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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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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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数据上看，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3.83%，环比上周增加 0.82%，同比去年下降

4.24%；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9.26%，环比增加 0.59%，同比下降 2.19%。85家独立电弧炉

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67.91%，环比下降 1.71%，同比下降 12.75%。139家建材生产企业中螺

纹钢周度产量为 293.98万吨，较上周减少 1.15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77.06 万 吨。 

需求端，从表需数据来看，本周螺纹钢表需环比减少 2.45万吨，同比降 24.5%，主要

受到新一轮降雨来袭的影响，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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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5月 27 日，螺纹是钢厂累库最严重的品种，本月螺纹钢钢厂累库 29.03

万吨至 367.59万吨，社会库存减少 70.3万吨至 824.99万吨，总库存降低 41.27万吨至

1192.58 万吨。螺纹全国总库存明显低于近两年均值，但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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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稳增长政策频出，国常会

要求，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给到了市场信心。不过基于我们对疫情的判断，目前

需求端难有起色。近期依旧是强预期与弱现实的博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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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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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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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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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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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Mysteel统计独立焦企全样本：产能利用率为 80.7%，较上

周减 1.5%。全国 30 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48 元/吨，较上周减

110 元 /吨。目前大部分焦企已经处于亏损状态，对于生产积极性造成一定影响。不过库存

上，全国 230家样本独立焦化厂的焦炭库存 86.4 万吨，较上周增 4.2万吨；247家样本钢

厂的焦炭库存 683.06万吨，较上周增 3.94 万吨。焦钢厂焦炭总库存 769.46 万吨，较上周

增 8.14万吨。焦炭库存重新开始累积，对于焦炭价格形成压制。 

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维持震荡走势。焦炭市场全面落实第四轮降价，累计降幅 800

元/吨。炼焦利润经过持续压缩，目前大部门焦企已经是亏损状态，焦企生产积极性一般，

开工率略有下降。不过本周焦炭下游成交气氛转淡，库存有所累积预计焦炭继续地位震荡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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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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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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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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