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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反馈已近尾声，后市博弈需求

投资策略建议：

炉料：截至上周五 6月 24 日晚间收盘，铁矿石 09 合约收于 762.5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7%。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3 天，

同上周相比下滑 1天。焦炭方面，截至 6月 24 日晚间收盘，焦炭

09 合约收于 3062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6%。以 247 家钢厂为样

本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1.23 天，相较于前值企稳；尽管炉料端的负

反馈已近尾声，但在铁水产量筑顶回落，成材端需求羸弱、库存高

企的情况下，铁矿石与焦炭价格或继续承压。

钢材：截至上周五 6月 24 日晚间收盘，热轧卷板 10 合约收于 4329

元/吨，螺纹钢 10 合约收于 4261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2%。钢

材方面，伴随着钢价的大幅下挫，市场的抄底行为释放部分需求，

带动螺纹钢社会库存水平两周来首次降低。展望后市，需求博弈将

决定钢价的上行驱动，重点关注社库去化的持续度与终端需求情况；

而下行压力则在于淡季难以兑现的现实消费以及原料端铁矿石的

跌价风险。

下周关注：

1. 终端需求与社会库存去化情况

2. 钢厂利润的修复情况

操作建议：

空单头寸可了结止盈。

2022.06.20 - 2022.06.24

投资咨询部

黑色系列主连价格

螺纹钢合约远期曲线

螺矿比与螺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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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指

出，中国将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采取更加有效的举措，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影响。习近平强调，要汇聚经济复苏的合力，加强宏观政策协

调，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防范化解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

风险挑战，实现更加包容、更具韧性的经济增长。

2. 6 月已发行及将于今后一周内发行的地方债规模达 15673 亿元，基本锁定地方债单月

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点评：本周宏观面暂无新事，仍以强预期弱现实下的经济刺激为主，若后市需求兑现困

难，工业品的价格中枢将继续承压下行。

∟.行业资讯

1.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汽车消费支持的政策。要进一

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一是活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对小型非营运二手车，

8月 1日起全面取消迁入限制，10 月 1 日起转移登记实行单独签注、核发临时号牌。二

是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车购税应主要用于公路建设，考虑当前实际研究免征新能源汽

车购置税政策延期问题。三是完善平行进口政策，支持停车场建设。政策实施预测今年

增加汽车及相关消费大约 2000 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各地开展拉网式调查依法查处煤炭价格超出合理区间的行为。下

一步将会同相关方面持续抓好煤炭价格政策落地见效，对价格超出合理区间的，切实做

到发现一起，约谈一起，查处一起。对发现主观恶意大幅度提高价格超出合理区间的，

将立即予以通报，并作为涉嫌哄抬价格线索移送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3.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北省高碑店、涿州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抓好夏收夏种和能源

保供，为稳物价保民生、稳定经济大盘提供坚实支撑。李克强说，现在是迎峰度夏关键

时期，要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开尽开，进一步加强电力保供，坚决防止拉闸限电，保

障经济运行和基本民生。

4. CME 预估 2022 年 6 月挖掘机（含出口）销量 18000 台左右，同比增速-22%左右，降

幅环比上月略有改善。

5. 据产业在线监测显示，2022 年 5 月家用空调生产 1554.45 万台，同比增长 0.54%；销

售 1562.51 万台，同比下降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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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5 月，全国造船完工 1428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15.3%。承接新船订单 1769 万载重

吨，同比下降 46.0%。5 月底，手持船舶订单 10220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20.2%。

点评：汽车消费将提振对板材的需求，但由于地产端的新开工拐点尚未到来，钢材的消

费量仍暂以反弹对待，尚不构成反转逻辑。

∟.供需分析

库存

从炉料库存来看，本周铁矿石钢厂库存可用天数为 23 天，同上周下降 1天，铁矿石

供需格局在铁水产量筑顶的情况下或边际向松。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的焦炭可用天数

为 11.23 天，同前值企稳；尽管炉料端的负反馈已近尾声，但在铁水产量筑顶回落，成

材端需求羸弱、库存高企的情况下，铁矿石与焦炭价格或继续承压。

图表 1: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显著下滑 图表 2: 焦炭可用天数下滑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钢材总库存量 2221.18 万吨，周环比增加 5.57 万吨。其中，钢厂库存量 676.04

万吨，周环比增加 33.98 万吨；社会库存量 1545.14 万吨，周环比下降 28.41 万吨。6

月 23 日，唐山 126 座高炉中有 56 座检修（含长期停产），检修高炉容积合计 39590m³；
周影响产量约 78.57 万吨，周度产能利用率为 75.49%，周环比下降 1.51%，月环比下降

0.26%，年同比上升 13.85%。

图表 3: 热轧卷板累库 图表 4: 螺纹钢累库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给

根据Mysteel调研，本周唐山地区35家调坯型钢企业47条型钢生产线，实际开工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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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条，开工率为34.04%，环比上周上升10.64%；产能利用率为25.81%，环比上周下降2.69%，

成品库存75.7万吨，环比上周增多9.63%，厂内钢坯库存25.25万吨，环比上周减少27.13%。

图表 5:日均铁水产量筑顶 图表 6: 盈利钢厂比例大幅下滑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在钢厂利润方面，本周唐山地区主流样本钢厂平均铁水不含税成本为3369元/吨，平

均钢坯含税成本4334元/吨，周环比下调174元/吨，与6月22日当前普方坯出厂价格3920

元/吨相比，钢厂平均毛利润-414元/吨，周环比下调286元/吨。

图表 7:独立电炉钢厂开工率下滑 图表 8: 唐山高炉开工率小幅下滑

数据来源：Mysteel,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需求

本周需求端主要信息汇总如下：

1、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汽车消费支持的政策。要进

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一是活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对小型非营运二手

车，8月 1日起全面取消迁入限制，10 月 1 日起转移登记实行单独签注、核发临时号牌。

二是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车购税应主要用于公路建设，考虑当前实际研究免征新能源

汽车购置税政策延期问题。三是完善平行进口政策，支持停车场建设。政策实施预测今

年增加汽车及相关消费大约 2000 亿元。

2、CME 预估 2022 年 6 月挖掘机（含出口）销量 18000 台左右，同比增速-22%左右，降

幅环比上月略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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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产业在线监测显示，2022 年 5 月家用空调生产 1554.45 万台，同比增长 0.54%；

销售 1562.51 万台，同比下降 1.63%。

4、1-5 月，全国造船完工 1428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15.3%。承接新船订单 1769 万载重

吨，同比下降 46.0%。5 月底，手持船舶订单 10220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20.2%。

图表 9:沥青开工率低位徘徊 图表 10: 100 大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有所企稳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点评：汽车消费将提振对板材的需求，但由于地产端的新开工拐点尚未到来，钢材的消

费量仍暂以反弹对待，尚不构成反转逻辑。

∟.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炉料：截至 6月 24 日，铁矿石 09 合约基差为 4元/吨，同上周趋同；焦炭 09 合约

再度贴水现货，基差为 263 元/吨；后市炉料端基差或有分化：铁矿石在供需偏松的情

况下基差震荡偏弱为主，焦炭方面尽管来自钢厂的需求或大打折扣，但由于供给端焦煤

受夏季用电高峰的影响或较为紧张，且焦化厂进一步提降的空间不大，预计其基差相较

于铁矿石而言波动较大、震荡偏强。

图表 11: 铁矿石基差 4元/吨 图表 12: 焦炭基差 263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钢材：截至 6月 24 日，螺纹钢 2210 合约基差为 24 元/吨，热轧卷板 2210 合约基差

为 134 元/吨，均较上周有所收敛。基差收敛的主要原因在于期货盘面的价格企稳，现

货价格跟跌，后市钢材基差将继续震荡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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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螺纹钢基差 34 元/吨 图表 14: 热卷基差 134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铁矿品位价差

本周高低品价差收窄，截至周五青岛港 PB 粉与超特粉价差 115 元/吨，环比收窄 5

元/吨；巴西矿溢价增加，青岛港卡粉与 PB 粉价差 180 元/吨，环比扩大 13 元/吨；粉

块价差扩大，青岛港 PB 块与 PB 粉价差 182 元/吨，环比扩大 53 元/吨。期现基差方面：

PB 粉基差 147.98，环比走弱 12.84；超特粉基差 17.58，环比走弱 6.91。

图表 15: 59.5%金布巴-56.5%超特 图表 16: （卡粉+超特）/2-PB 粉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月差

钢材方面，期货远期曲线呈现反向市场结构，远月仍然贴水近月，预计后市将继续

维持这一结构。

图表 17: 螺纹钢远期曲线斜率趋缓 图表 18: 热卷近月合约贴水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原料端，远期曲线结构上的变化并不大：近月价格依旧强势，反映了当前炉料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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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紧预期向松的格局；其中焦炭在现实层面的供需更加紧张。

图表 19: 铁矿石依然处于反向市场 图表 20: 焦炭近月合约强势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南北价差

本周螺纹钢南北价差偏强调整，为北材南下创造了利润空间。

图表 21: 螺纹钢价差：广州-上海 图表 22: 螺纹钢价差：上海-北京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跨品种价差

本周螺纹钢虚拟利润有所回升，卷螺价差则与上周基本趋同。后市来看，在铁水产

量筑顶对炉料价格形成压制的情况下，钢厂利润仍有继续修复的空间。

图表 23: 虚拟钢厂利润承压 图表 24: 卷螺价差较为中性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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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钢材方面，需求博弈将决定后市钢价的上行驱动，重点关注社库去化的持续度与终

端需求情况；而下行压力则在于淡季难以兑现的现实消费以及原料端铁矿石的跌价风险。

炉料方面，尽管炉料端的负反馈已近尾声，但在铁水产量筑顶回落，成材端需求羸弱、

库存高企的情况下，铁矿石与焦炭价格或继续承压。

操作建议：

空单头寸可了结止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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