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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疫情解封，市场情绪乐观 

<黑色>2022.6.5 

一、行业资讯 

◎ 国家发改委关于明确煤炭领域经营者哄抬价格行为的公告（2022

年第 4号），提出了哄抬煤炭（国产动力煤）价格行为的具体表现形

式。煤炭生产流通企业不得通过对外公开报价超出合理区间等方式，

散布可能推高煤炭价格预期的信息。 

◎ 据 Mysteel不完全整理，国内已有 8省公布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

交易价格合理区间，其中山西 5000千卡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

间为 370-570元/吨。 

◎ 为扎实抓好当前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化解重大

安全风险，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山西省决定从 5月下旬至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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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节前一周黑色系走势强劲，下游刚性补库叠加疫情后的复工复产给到

了市场乐观预期，预计偏强格局还将延续。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强势上行。基本面来看，铁矿到港量下滑，港口库存

持续下降给到了矿价支撑。同时，近期国内稳增长政策密集出台助推市场乐观

情绪。预计铁矿维持震荡偏强格局。 

 

螺纹：本周螺纹走势偏强。上海疫情的解封叠加国家利好政策频出给到了

市场较大的信心。基本面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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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预计维持震荡偏强格局。 

 

焦炭：本周焦炭主力震荡偏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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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原料煤情绪开始走缓，成本支撑因素

开始显现，预计短期市场跟随成材走势起伏，维持偏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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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检查。 

◎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根据重点企业上报的周报数据推算，2022年 5月，汽车行业销量预计

完成 176.65万辆，环比增长 49.59%，同比下降 17.06%；2022年 1-5月，销量预计完成

945.73 万辆，同比下降 13.11%。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6月 1日澳大利亚、巴西铁矿石发运总量为 2477.2万吨，环比增加 14.8万

吨。中国 47港到港总量 2296.5万吨，环比减少 207.3万吨。 

需求端，247家钢厂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9.90%，环比增加 0.64%，同比下降 1.94%；

钢厂盈利率 51.52%，环比增加 3.03%，同比下降 3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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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日 Mysteel 统计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10719.18 万吨，环比

减少 129.97万吨。整体库存继续在降库趋势中。 

本周铁矿主力强势上行。基本面来看，铁矿到港量下滑，港口库存持续下降给到了矿价

支撑。同时，近期国内稳增长政策密集出台助推市场乐观情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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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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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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47 家高炉开工率为 83.83%，周环比 上涨 0.8个百分点；高炉产能利

用率 89.26%，周环比上涨 0.6个百分点； 81家电炉产能利用率 55.87%，周环比下降

3.4%。日均生铁产量回升至 240.88万吨，环比上升 1.4 万吨，增幅 0.6%。目前多数钢厂持

续复产，不过电炉由于大幅亏损开始陆续减产。本周螺纹产量共 294.0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1.2 万吨，降幅 0.4%， 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 20.8%。 

从表需数据来看，本周螺纹周消费量 308.16 万吨，环比下降 2.5万吨，降幅 0.8%。近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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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的

解封，需求能够得到一定释放。 

库存看，本周螺纹厂库周环比上升 4.2万吨至 367.6万吨，增幅 1.2%，社库周环比下

降 21.6万吨至 1157.99万吨，降幅 1.8%。螺纹全国总库存明显低于近两年均值，但近期社

会库存和厂库在雨季以及疫情影响下，出现反季节性的累库。 

总体上看，本周螺纹走势偏强。上海疫情的解封叠加国家利好政策频出给到了市场较大

的信心。基本面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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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预计维持震荡偏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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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家焦化厂剔除淘汰产能利用率 81.7% ，周环比-1.01%，开始下降。230

家独立焦化厂焦炭日均产量 59.2万吨， 周环比-0.78万吨，继续下降。焦化利润的大幅压

缩对于焦炭产量影响较大。不过库存上，247家钢厂全样本焦化厂焦炭总库存为 1018.5万

吨，周环比增 20.14万吨，快速回升。247家钢厂焦炭库存 683.06万吨，周环比增加 3.94

万吨，增幅加大。焦炭库存重新开始累积，对于焦炭价格形成压制。 

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震荡偏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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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原料煤情绪开始走缓，成本支撑因素开始显现，预计短期市场跟随成材走

势起伏，维持偏强震荡。 

图 13： 焦炭主力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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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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