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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摘要：本周黑色系维持高位震荡运行。近期市场在验证成材需求的季节性强

度，利多消息逐步释放，交易核心回归基本面。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持续在 900 附近高位震荡。基本面来看，进口端由于

1-2 月发运量的回落，近期铁矿到港维持低位。需求端，铁水产量持续回升，

注意到铁水产量增速下降，关注阶段性顶部。我们预计短期铁矿价格仍有支

撑，不过当前下游拿货节奏仍维持谨慎，成材价格支撑仍受表需增长程度考

验。中长期供应过剩格局不变，当前价格下维持偏弱趋势判断。 

 

螺纹：本周螺纹主力震荡运行。基本面来看，现阶段供应水平仍在有序回

升，但企业盈利状态和需求好转预期对供应回升幅度存在一定影响。需求端现

在复工超过去年同期，表需远超去年同期。短期来看，随着利多逐步释放，交

易核心回归长材基本面，在需求回升的背景下，黑色系维持震荡偏强判断。 

 

焦炭：本周焦炭随成材震荡运行。基本面，由于铁水产量的持续回升，钢

厂持续补库带动焦炭需求，短期内需求或继续回升，继续消化复产压力。在焦

煤现货涨价的情况下，焦炭成本抬升可能导致焦化利润走弱减产。预计现货提

涨大概率落地，焦炭持续偏强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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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针对近一段时间铁矿石价格过快上涨情况，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组织部分市

场机构和业内专家召开会议，分析研判铁矿石市场和价格形势，提出政策建议。专家建议，

有关部门持续加强现货期货市场联动监管，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

格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铁矿石价格不合理上涨。 

◎3月 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印发，方案提出，积极推进新型

储能发展；深化电力、煤炭、油气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模式创新、管理创新。 

◎近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重要时段内矿山安全监察工作，制定

印发《关于做好全国“两会”期间矿山安全监察工作的通知》，对加强“两会”期间矿山安

全监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本期 Mysteel 澳大利亚巴西 19港铁矿石发运总量 2392.9 万吨，环比增加

89.6 万吨。其中澳洲发运量环比增加 41.1万吨至 1801.3万吨，巴西发运量环比增加 48.5

万吨至 591.6万吨。45港口到港量 1846.4万吨，环比减少 214.7万吨。 受到船期影响近

期国内到港量或将阶段性下滑。 

需求端，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1.07%，环比上周增加 0.09%；高炉炼铁

产能利用率 87.15%，环比增加 0.18%；日均铁水产量 234.36万吨，环比增加 0.26万吨。复

工复产持续，铁水产量小幅回升。 

库存上，截止周五 Mysteel 统计 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4000.56 万吨，环比降

222.70 万吨；日均疏港量 321.77万吨增 2.48万吨。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9253.56 万吨，环比增加 115.84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85.85 万吨，环比减

少 0.23万吨，库存消费比 32.37，环比增加 0.43 天。全国钢厂进口矿库存止降小幅回升，

大部分钢厂库存小幅波动为主。本周港口铁矿到港阶段性下滑，日均疏港微增，港口库存回

落。 

本周铁矿主力持续在 900附近高位震荡。基本面来看，进口端由于 1-2月发运量的回

落，近期铁矿到港维持低位。需求端，铁水产量持续回升，注意到铁水产量增速下降，关注

阶段性顶部。我们预计短期铁矿价格仍有支撑，不过当前下游拿货节奏仍维持谨慎，成材价

格支撑仍受表需增长程度考验。中长期供应过剩格局不变，当前价格下维持偏弱趋势判断。 

https://tks.mysteel.com/
https://tks.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heb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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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图 1： 铁矿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图 2： 澳矿发运量 图 3： 巴西矿发运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图 4： 高低品铁矿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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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数据上看，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1.07%，环比上周增加 0.09%；高炉炼

铁产能利用率 87.15%，环比增加 0.18%；钢厂盈利率 42.86%，环比增加 3.90%；日均铁水产

量 234.36万吨，环比增加 0.26万吨。全国 87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68.89%，环

比增加 3.98%，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57.94%，环比增加 4.70%。本周螺纹产量 295万吨，环比

上升 13万吨。其中长流程产量 254.4万吨，环比增加 8.5万吨；短流程产量 40.5万吨，环

比增加 4.5万吨。钢厂逐步复工，铁水产量回升,铁水流向螺纹比例增加。 

表观消费方面，据 Mysteel 统计本周螺纹周度表观消费 309.4万吨，环比增加 15.7万

吨。2月高频数据上看，房地产新开工施工出现边际改善。土地购置面积环比回升，金融 16

条出台后，房企资金及信心将会回升，不过短期新开工企稳回升概率不高，销售数据依旧较

弱。基建表现依然较强。库存上，3月 3日，全国 139家建材生产企业中螺纹钢厂内库存量

为 327.9万吨，环比减少 9.4万吨：社会库存 911 万吨，环比下降 5万吨。本周螺纹周度表

需出现预期持续反弹，不过增速放缓，钢厂库存持续回落，社会库存止增转降。 

本周螺纹主力震荡运行。基本面来看，现阶段供应水平仍在有序回升，但企业盈利状态

和需求好转预期对供应回升幅度存在一定影响。需求端现在复工超过去年同期，表需远超去

年同期。短期来看，随着利多逐步释放，交易核心回归长材基本面，在需求回升的背景下，

黑色系维持震荡偏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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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期货研发部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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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螺纹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图 8： 螺纹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图 9： 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发部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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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图 11： 高炉炼钢利润 图 12： 电炉炼钢利润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四、焦炭走势与分析 

数据上看，Mysteel统计全国 230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为 74.6%，环比降

0.6%；焦炭日均产量 56.7 万吨，环比降 0.3万吨，焦炭库存 65.8万吨，环比降 3.5万吨。

247 家钢厂焦炭库存 672.4 万吨，环比增 11.8万吨。全国 16港口进口焦煤库存为 344.1万

吨增 29.2万吨；18港口焦炭库存为 220.9万吨增 5.1万吨。  

本周焦炭随成材震荡运行。基本面，由于铁水产量的持续回升，钢厂持续补库带动焦炭

需求，短期内需求或继续回升，继续消化复产压力。在焦煤现货涨价的情况下，焦炭成本抬

升可能导致焦化利润走弱减产。预计现货提涨大概率落地，焦炭持续偏强震荡运行。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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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焦炭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图 14： 焦炭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图 15： 焦炭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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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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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告并不能完全

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

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

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

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

切买卖风险自负。 

 

图 16： 焦炭钢厂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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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传送、翻版、

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

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