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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双弱，钢价震荡上行 

投资策略建议： 

炉料：截至上周五 8 月 12 日晚间收盘，铁矿石 01 合约收于 730 元

/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1%。本周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为 25天，同上

周持平。焦炭方面，截至 8月 12日晚间收盘，焦炭 09合约收于 2974

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5%。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焦炭可用天数

为 11.15 天，相较于前值回落。本周炉料端铁矿价格在自身供需的

边际向松下震荡偏弱调整，而焦炭则在低库存、低利润、需求预期

向好的驱动下保持强势。展望后市，高炉利润的修复将继续带动长

流程的原料补库需求，双焦或有继续走强的动力。    

 

钢材：截至上周五 8月 12日晚间收盘，热轧卷板 10合约收于 4127

元/吨，螺纹钢 10合约收于 4190元/吨，当周累计涨幅为 3.8%。钢

材方面，螺纹钢去库依然流畅，但斜率放缓，供给的刚性收缩为后

市创造价格弹性；板材供需偏弱，但主流库存亦进入去化通道。展

望后市，需求的边际好转或为钢价提供上行驱动，但高度的一致性

预期仍有待微观层面尤其是地产端的验证，而下行压力除宏观需求

外也来自钢厂利润提升带动的产能恢复。 

  

 

下周关注： 

1. 钢材终端需求与社会库存去化情况 

2. 高炉利润修复后钢厂的复产意愿 

 

 

 

操作建议： 

钢材方面，RB2301多单可继续持有，未持仓者谨慎开仓、不宜追高。

原料方面激进投资者可逢低试多焦炭 2209合约。 

 

 

 

 

 

 

 

 

 

 

 

2022.08.08 - 202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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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金属 | 策略报告 

 2 

∟.宏观资讯 

1. 央行发布 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一阶段，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

施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

货币，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更高质量的支持。稳妥实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重点发力支持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力争经济运行

实现最好结果。 

 

2. 2022年 7月份社融增量为 7561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3191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 6790

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4042 亿元；货币供应量 M1、M2 分别同比增长 6.7%、12%，增速较

上月末分别高 0.9 个和 0.6 个百分点。7 月金融数据总量与结构均再度转弱，反映出实

体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特别是居民和企业短贷、中长贷同步走弱，表明企业投资、居民

购房和消费信心或明显不足，实体信用收缩风险仍大。 

 

点评：随着外围美联储加息以及国内政治局会议的尘埃落定，下半年经济发展的基调已

基本确立。基建项目的落实有望在实物层面兑现钢材消费，地产方面竣工端或有修复、

开工端预计继续承压，预期后市钢材消费以结构性边际好转为主。 

 

∟.行业资讯 

1. 工信部网站 8 日消息，将与发改委会同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持续巩固化解钢铁产能过剩成果，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销售

“地条钢”行为；还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强化《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宣贯落实，指导和推动企业推进钢焦融合、钢化联产，促进产业耦合发展。 

 

2. 今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审核同意 147处先进产能煤矿、增加产能 1.8亿吨/年；

自去年 9月以来，共核增煤炭产能 4.9亿吨/年。 

 

3. 水利部：截至 7 月底，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25项，在建水利项目达 3.18万个，投资

规模 1.7万亿元；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5675 亿元，同比增加 71.4%。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上半年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营收 12.95万亿元，同比增长 5.44%，

实现利润总额 7354.41 亿元，同比下降 5.8%。预计全年工业增加值、营收同比增速达

5.5%，实现利润总水平与上年持平，进出口贸易总体保持稳定。 

 

5. 据 Mysteel不完全统计，2022年 7月，全国各地共开工 5669个项目，环比增长 19.5%；

总投资额 34827亿元，环比增长 12.1%，同比增长 26.2%。 

 

6.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22 年 7 月挖掘机销量 17939 台，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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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7月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61,033台，同比下降 33.2%。 

 

点评：多项高频数据表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基建项目有望在实物层面提振后

市的钢材消费，而地产方面销售端有所修复、开工端预计继续承压，预期后市钢材消费

以结构性边际好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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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天，同上周持平，由于下游以

螺纹钢为主的成材去库速度尚可，钢厂在原料低库存的状态下存在刚性补库需求，带动

本周的铁矿 01 合约价格依然维持强势；但同时需要注意铁矿石在港口持续累库下供需

边际向松，后市回调风险加剧。焦炭方面，以 247 家钢厂为样本的焦炭可用天数为 11.15

天，同前值继续下滑；预计双焦价格在钢厂的补库需求下或有提振。 

图表 1: 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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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35万吨，环比减少 46.68万吨。其中，钢厂库存量 474.51

万吨，环比减少 1.25 万吨；钢材社会库存量 1227.84万吨，环比减少 45.43万吨。 

图表 3: 热轧卷板去库 图表 4: 螺纹钢去库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从微观库存来看，唐山地区的钢坯、博兴地区镀锌板卷均开始进入去库通道，为板

材价格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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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唐山地区钢坯再度累库 图表 6: 博兴镀锌板卷去库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博兴地区的彩涂板卷、乐从地区的热轧卷板亦继续去库，或提振热卷期价。 

图表 7: 博兴彩涂板卷去库 图表 8: 乐从热卷去库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给 

根据 Mysteel 调研，本周统计唐山地区 35 家调坯型钢企业 47 条型钢生产线，实际

开工条数 19条，开工率为 40.43%，环比上周上升 6.39%；产能利用率为 39.6%，环比上

周上升 1.43%。 

  

图表 9:日均铁水产量企稳回升 图表 10: 盈利钢厂比例显著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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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7元/吨，平

均钢坯含税成本3681元/吨，环比下调17元/吨，与8月10日当前普方坯出厂价格3730元/

吨相比，钢厂平均盈利49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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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独立电炉钢厂开工率继续回升 图表 12: 唐山高炉开工率继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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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截至 7 月底，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25 项，在建水利项目达 3.18 万个，投

资规模 1.7万亿元；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5675亿元，同比增加 71.4%。 

 

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上半年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营收 12.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4%，

实现利润总额 7354.41 亿元，同比下降 5.8%。预计全年工业增加值、营收同比增速达

5.5%，实现利润总水平与上年持平，进出口贸易总体保持稳定。 

 

3、据 Mysteel不完全统计，2022年 7月，全国各地共开工 5669个项目，环比增长 19.5%；

总投资额 34827亿元，环比增长 12.1%，同比增长 26.2%。 

 

4、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22 年 7 月挖掘机销量 17939 台，同比增长

3.42%。1—7月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61,033台，同比下降 33.2%。 

 

点评：多项高频数据表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基建项目有望在实物层面提振后

市的钢材消费，而地产方面销售端有所修复、开工端预计继续承压，预期后市钢材消费

以结构性边际好转为主。 

 

图表 13:沥青开工率得以回升 图表 14: 100 大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小幅下滑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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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水泥熟料的产能利用率有所回升，需求驱动在市场微观结构上的确认有待后市

观察。 

图表 15:水泥熟料产能利用率有所回升 图表 16: 混凝土产能利用率低位徘徊 

  
数据来源：iF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价差分析 

现货与基差 

炉料：截至 8月 12日，铁矿石 09合约基差为 4元/吨，同上周相比基本一致；焦炭

09合约基差为-211 元/吨，盘面对后市提涨进行计价。 

图表 17: 铁矿石基差 4 元/吨 图表 18: 焦炭基差-211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钢材：截至 8月 12日，螺纹钢 2210 合约基差为 93元/吨，热轧卷板 2210合约基差

为 91 元/吨，在淡季下游消费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后市 10 合约基差预计将继续随季节

性趋势向历年均值进行修复，01 合约基差预期将走阔，产业客户可择机入场期现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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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螺纹钢基差 93 元/吨 图表 20: 热卷基差 91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铁矿品位价差 

本周高低品价差扩大，截至周五青岛港 PB 粉与超特粉价差 142 元/吨，环比扩大 7

元/吨；巴西矿溢价减少，青岛港卡粉与 PB粉价差 105元/吨，环比收窄 7元/吨；粉块

价差扩大，青岛港 PB块与 PB粉价差 125 元/吨，环比扩大 3 元/吨。期现基差方面：PB

粉基差 131.38，环比走弱 5.29；超特粉基差-28.63，环比走弱 13。 

图表 21: 59.5%金布巴-56.5%超特 图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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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刚性收缩开始带动近月合约趋于强势，预计后市将继续维持这一

结构。 

图表 23: 螺纹钢近月趋强 图表 24: 热卷近月趋强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原料端，铁水筑底回升，钢厂对原料的补库需求带动近月合约价格趋于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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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 铁矿石依然处于反向市场 图表 26: 焦炭远期曲线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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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分化，广州-上海价差继续偏弱调整，上海-北京价差走强。 

图表 27: 螺纹钢价差：广州-上海 图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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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为主，卷螺价差则与上周基本趋同。后市来看，在高炉利

润修复后的复产预期和补库的现实需求下，炉料价格预计将震荡偏强，若需求端成材走

货良好，则高炉利润仍有改善空间，否则将使得高炉利润震荡承压。 

图表 29: 虚拟钢厂利润 图表 30: 卷螺价差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铁矿石内外价差走弱，钢厂的刚性补库需求使得海外矿价格仍有支撑，内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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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或以震荡为主；盘螺-螺纹价差本周再度走强，显示微观层面基建正在进入实物工作

量的兑现阶段。 

图表 31: 铁矿石内外价差有所回落 图表 32: 盘螺-螺纹钢价差维持高位 

  
数据来源：iFinD,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钢材方面，螺纹钢去库依然流畅，但斜率放缓，供给的刚性收缩为后市创造价格弹

性；板材供需偏弱，但主流库存亦进入去化通道。展望后市，需求的边际好转或为钢价

提供上行驱动，但高度的一致性预期仍有待微观层面尤其是地产端的验证，而下行压力

除宏观需求外也来自钢厂利润提升带动的产能恢复。 

炉料方面，本周炉料端铁矿价格在自身供需的边际向松下震荡偏弱调整，而焦炭则

在低库存、低利润、需求预期向好的驱动下保持强势。展望后市，高炉利润的修复将继

续带动长流程的原料补库需求，双焦或有继续走强的动力。    

 

 

操作建议： 

钢材方面，RB2301 多单可继续持有，未持仓者谨慎开仓、不宜追高。原料方面激进投资

者可逢低试多焦炭 2209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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