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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要观点

版块 关键词 主要观点

钢
材

价格 市场进入淡季，成材价格弱势运行

供给 北方限产持续加码，高炉开工率下行，成材产量整体下降，热卷降幅大于螺纹

库存 螺纹总库存触底反弹，热卷库存延续下行趋势

需求 终端需求走弱，成交采购均遇冷

利润 钢厂成材利润反弹，调坯轧材利润微薄

价差 螺纹基差收窄，卷螺差逐渐回归

总结
当前基本面呈现供需两弱的格局，后期供给端面临徐州钢厂复产的压力，需求端钢厂和贸易商仍在冬储政策上博弈，目前价

格仍不是多数贸易商冬储的合意区间，成材价格仍有下行空间。盘面上预计持续偏弱震荡，操作上建议逢高做空。

铁
矿
石

价格 连铁反弹上行，现货涨势渐弱

供给 矿山发货与港口到货均大幅增加

库存 港口库存稳中有增，钢厂进口矿可用天数回升

需求 港口疏港量与烧结矿日耗均持续减小

利润 海运费下降，进口矿利润小幅抬升

价差 主力基差处于高位，高低品价差宽幅波动；块矿溢价持续上升，PB粉块价差小幅扩大

总结
矿山发运量不断增加，后期到港量将继续上升，进口矿供给压力较大。而成材价格上行乏力，钢厂对原料端采购控制力度较大，疏港日耗均有所下
降。矿石库存仍处低位，供需两弱局面难以改变。矿价受钢厂利润及补库情况影响较大，预计短期480-510区间偏弱震荡运行为主，建议逢高做空。



钢材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1 价格：市场进入淡季，成材价格弱势运行

➢ 本月现货市场整体偏弱运行，年底将至，工地逐渐停工，终端需求持续低迷。部分钢厂推出冬储政策，但冬储
的商家仍是少数，大部分都是按需采购，投机需求暂无起色。截止12月29日全国螺纹现货均价3962，月环比跌
44，其中南北市场差异明显，12月份北方价格走势明显强于南方。钢厂普遍下调报价，沙钢1月上旬螺纹报价降
140，永钢螺纹降120。盘面整体呈现区间震荡的格局，上周五盘面收于3404。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1 价格：多地钢厂下调报价，现货价格高位回落

➢ 本月现货市场整体偏弱运行，年底将至，工地逐渐停工，终端需求持续低迷。部分钢厂推出冬储政策，但冬储的
商家仍是少数，大部分都是按需采购，投机需求暂无起色。截止12月29日全国螺纹现货均价3962，月环比跌44
，其中南北市场差异明显，12月份北方价格走势明显强于南方。钢厂普遍下调报价，沙钢1月上旬螺纹报价降140
，永钢螺纹降120。盘面整体呈现区间震荡的格局，上周五盘面收于3404。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2 供给：北方限产持续加码，高炉开工率下行

➢ 唐山环保限产持续加大力度，并延长应急管控时间至1月3日，截止月末唐山高炉开工52.44%，开工率降至9月以来
的最低水平，全国高炉开工率64.92%，周环比下降0.14%，已连续6周保持下降。全国重点企业日均粗钢产量也出
现小幅回落，截止12月上旬旬度日均粗钢产量185.82万吨，预计中下旬产量将保持下降趋势。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2 供给：成材产量整体下降，热卷降幅大于螺纹

➢ 成材方面，截止月末螺纹周度产量332.93万吨，虽然有所下降，但依旧处在全年高位，1-12月螺纹钢周度产量
317.60万吨；热卷周度产量309.71万吨，下降幅度较大，明显低于1-12月螺纹钢周度产量324.59万吨。此外，有
消息称1月上旬徐州地区6家钢厂将复产，预计每月钢材产量70-80万吨。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3 库存：螺纹总库存触底反弹，热卷库存持续下行

➢ 库存方面，截止月末螺纹钢库存总量504.55万吨；热卷库存总量目前在261.8万吨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3 库存：螺纹总库存触底反弹，热卷库存延续下行趋势

➢ 库存方面，截止月末螺纹钢库存总量504.55万吨；热卷库存总量目前在261.8万吨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4 需求：终端需求走弱，成交采购均遇冷

➢ 需求端，下游需求弱势，贸易商心态谨慎，建筑钢材市场周度日均成交15.27万吨，明显低于1-12月日均成交量17.64万
吨；上海线螺终端采购量18600吨，环比持续下滑。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4 需求：房地产市场增长放缓，投资增速小幅下滑

➢ 10月份房地产数据公布，新开工面积累积同比16.3%，环比降0.1%，施工面积累积同比4.3%，环比增0.4%，销售面积累积
同比2.2%，环比降0.7%，土地购置面积累积同比15.3%，环比降0.4%，房地产市场短期无忧，但终端下滑趋势不改，压力
将逐步显现。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4 需求：基建项目密集开工，投资触底反弹

➢ 10月份基建投资累积同比3.7%，环比增加0.4%，为今年以来首次环比增长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5 利润：钢厂成材利润反弹，调坯轧材利润微薄

➢ 相比11月成材价格相对稳定，原料端降幅明显，钢厂利润有明显恢复，但调坯轧材利润处于低位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6 价差：螺纹基差收窄，卷螺差逐渐回归

➢ 近期热卷基本面强于螺纹，卷螺差逐渐回归至零值附近



铁矿石

铁矿石月度市场跟踪



铁矿石月度市场跟踪

2.1 价格：连铁反弹上行，现货涨势渐弱

➢ 连铁12月一路反弹，月线收于494.5元/吨，环比上涨8.68%；进口矿现货价格环比增加35元/吨，上涨6.8%。



铁矿石周度市场跟踪

2.1 价格：连铁反弹上行，现货涨势渐弱

➢ 主流进口矿价格整体呈反弹上升趋势，PB粉价格同比高于去年。



铁矿石周度市场跟踪

2.2 供给：矿山发货与港口到货均大幅增加

➢ 北方六港12月到货量增加92万吨至3838.5万吨，环比上升2.5%；其中山东港口增加200万吨左右，河北港口增加100
万吨左右。



铁矿石周度市场跟踪

2.2 供给：矿山发货与港口到货均大幅增加

➢ 为完成财年发运目标，澳矿及巴西矿12月总发货量9396.7万吨，环比增加655.8万吨；其中四大矿山总发货量环比
增加600万吨。



铁矿石周度市场跟踪

2.3 库存：港口库存稳中有增，钢厂进口矿可用天数回升

➢ 港口库存12月止降回升至14156万吨，环比增加122万吨；钢厂平均库存可用天数先降后升至28天，环比增加1.5天
。



铁矿石周度市场跟踪

2.4 需求：港口疏港量与烧结矿日耗均持续减小

➢ 钢厂采购较差，港口疏港量持续下降，月均环比减少11万吨，进口矿烧结粉总日耗环比下降5万吨。



铁矿石周度市场跟踪

2.5 利润：海运费下降，进口矿利润小幅抬升

➢ 随着原油价格大跌，海运费显著下降；矿石指数与港口现货持续走高，进口利润走势趋缓。



铁矿石周度市场跟踪

2.6 价差：主力基差处于高位，高低品价差宽幅波动

➢ 05合约基差月环比持平，澳矿高低品价差宽幅波动，月环比增加10。



铁矿石周度市场跟踪

2.6 价差：块矿溢价持续上升，PB粉块价差小幅扩大

➢ 块矿溢价持续上升，球团溢价下降企稳，环比减少4美元/吨；PB粉块价差小幅扩大至205.5元/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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