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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摘要：铁矿石期货主力多头头部资金比例持续高位，资金面依旧偏多，市场

投机情绪较高，虽然监管本周持续发声打压矿价格，但效果有限。成材基本

面数据持续好转，现货交投明显好转，不过当前价格对于下游终端企业偏

高，持续性有限。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维持高位震荡，整体站稳 900 关口。基本面来看，当

前港口高品矿库存比例处于历年同期高位，港口大概率维持去库趋势。需求

端，由于废钢性价比回升，在钢厂利润回升的情况下，铁水有进一步走高的空

间。我们预计短期铁矿价格仍有支撑，不过周五监管再发声，短期铁矿石价格

或难言支撑，警惕高位回落。中长期当前价格下维持偏弱趋势判断。 

 

螺纹：本周螺纹主力震荡偏强运行。随着基本面数据的持续好转，同时建

筑钢材表观需求超预期，市场心态受此提振，交投表现活跃。供应端来看，随

着利润的修复，铁水产量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建材产量或继续回升。需求端，

当前价格对于终端企业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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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炭走势偏弱。上周由于现货端提涨未能落地，对于期货盘面

造成了冲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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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下周现货提涨大概率落地，焦

炭持续偏强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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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资讯 

◎3月 10日，《山西省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2023 年行动计划》印发，到 2023年底，重点

行业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节能降碳工艺技术装备广泛应用，绿色低碳产品供给能力不断

增强，绿色制造水平全面提升，力争全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实现营业收入 1000亿元。 

◎中汽协：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03.2万辆和 197.6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27.5%和

19.8%，同比分别增长 11.9%和 13.5%。1-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62.6万辆和 362.5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14.5%和 15.2%。 

◎中汽协：2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21.9GWh，同比增长 60.4%，环比增长 36.0%。1-2月，

国内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256 万辆，同比下降 24.8%，占汽车销售总

量的 85.5%，低于上年同期 2.6个百分点。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本期 Mysteel 澳洲巴西 19 港铁矿石发运总量 2461.3 万吨，环比增加 68.4 万

吨。其中澳洲发运量环比增加 34.4 万吨至 1835.6 万吨，巴西发运量环比增加 34.0 万吨至

625.7 万吨。45港口到港量 2111.3万吨，环比增加 265.0万吨。 受到船期影响近期国内

到港量或将阶段性回升。 

需求端，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2.00%，环比上周增加 0.93%；高炉炼铁

产能利用率 88.03%，环比增加 0.89%，同比增加 8.26%；日均铁水产量 236.47 万吨，环比

增加 2.11万吨。复工复产依旧，铁水产量持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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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7.73 万吨，环比增加 4.17万吨；当前样本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 287.65 万吨，环比增加

1.80 万吨，库存消费比 32.18，环比减少 0.19天。全国钢厂进口矿库存基本持平，本周港

口压港库存相对有限，钢企因库存低位刚需提货增加，因此在高疏港下港口库存止增转降。 

本周铁矿主力维持高位震荡，整体站稳 900关口。基本面来看，当前港口高品矿库存比

例处于历年同期高位，港口大概率维持去库趋势。需求端，由于废钢性价比回升，在钢厂利

润回升的情况下，铁水有进一步走高的空间。我们预计短期铁矿价格仍有支撑，不过周五监

管再发声，短期铁矿石价格或难言支撑，警惕高位回落。中长期当前价格下维持偏弱趋势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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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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环比上周增加 0.93%；高炉炼

铁产能利用率 88.03%，环比增加 0.89%；钢厂盈利率 49.35%，环比增加 6.49%；日均铁水产

量 236.47万吨，环比增加 2.11万吨。本周螺纹产量 303.9万吨，环比上升 8.9万吨。其中

长流程产量 258.5万吨，环比增加 4.1万吨；短流程产量 45.2万吨，环比增加 4.7万吨。

钢厂逐步复工，铁水产量回升,铁水流向螺纹比例持续增加。 

表观消费方面，据 Mysteel 统计本周螺纹周度表观消费 356.9万吨，环比增加 4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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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全国 139家建材生产企业中螺纹钢厂内库存

量为 297.4万吨，环比减少 29.5万吨：社会库存 888.5万吨，环比下降 22.5 万吨。本周螺

纹周度表需出现预期持续反弹，钢厂社会库存持续回落。 

本周螺纹主力震荡偏强运行。随着基本面数据的持续好转，同时建筑钢材表观需求超预

期，市场心态受此提振，交投表现活跃。供应端来看，随着利润的修复，铁水产量有进一步

提升空间，建材产量或继续回升。需求端，当前价格对于终端企业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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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环比降

0.4%；焦炭日均产量 56万吨，环比降 0.7万吨，焦炭库存 67.5万吨，环比增 1.7万吨。

247 家钢厂焦炭库存 667.9 万吨，环比降 4.5万吨。全国 16个港口进口焦煤库存为 338.5

万吨减 5.7万吨；18个港口焦炭库存为 227.5万吨增 6.6万吨。  

本周焦炭走势偏弱。上周由于现货端提涨未能落地，对于期货盘面造成了冲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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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现货提涨大概率落地，焦炭持续偏强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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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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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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