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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要观点

版块 关键词 主要观点

钢
材

价格 春节期间商家休市，成材价格持稳运行

供给 高炉开工率有所抬升，电弧炉产能利用率降至谷底，螺纹产量小幅增加

库存 市场延续被动累库存

需求 市场休市，工地停工，需求基本停滞

利润 长流程钢厂利润趋降，电炉钢企业小幅亏损

价差 螺纹基差收窄，卷螺差逐步回归

总结
在终端需求未正式启动前，商家的乐观心态和相对偏低的库存会支撑钢市阶段性走强，但中期走势仍需关注后续库存消化情
况。盘面上铁矿石和焦煤大概率延续节前的强势，黑色系整体氛围偏多，成材预计也会偏强运行，多单可继续持有，空单注
意回避。

铁
矿
石

价格 连铁强势上行，主力基差宽幅波动

供给 矿山发货量大减，港口到货量下降

需求 港口疏港量持续扩大，烧结矿日耗小幅上升

库存 港口库存回落，钢厂进口矿可用天数增加

利润 运费价格大降，进口矿利润收缩

价差 主流进口矿上涨，品种价差收窄；块矿溢价持稳，5-9价差走扩

总结
节前矿石需求向好，在钢厂补库备货行为的带动下，矿价稳步上行。钢企库存上升，港口库存下降。而进口矿供给压力减缓，
尤其月末淡水河谷矿难事故推高后市供给紧缺预期，进一步推高矿价。该事件继续发酵成为市场关注的核心要素，预计节后
矿价仍将维持高位运行，建议逢低做多。



钢材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1 价格：春节期间商家休市，成材价格持稳运行

➢ 春节期间国内钢材市场基本处于休市状态，价格维持稳定，截止2月3日全国螺纹现货均价3952，周环比涨6。
市场预期好转，原料端矿石及焦煤走强，期螺维持偏强震荡，节前盘面收于3754，周环比涨49。唐山地区节日
期间钢坯资源正常直发销售，钢坯出厂报价3430。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1 价格：钢厂报价坚挺，现货价格持稳运行

➢ 春节期间国内钢材市场基本处于休市状态，价格维持稳定，截止2月3日全国螺纹现货均价3952，周环比涨6。
市场预期好转，原料端矿石及焦煤走强，期螺维持偏强震荡，节前盘面收于3754，周环比涨49。唐山地区节日
期间钢坯资源正常直发销售，钢坯出厂报价3430。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2 供给：高炉开工率有所抬升，电弧炉产能利用率降至谷底

➢ 产能方面，春节期间国内高炉开工基本持稳，据统计唐山地区164座高炉产能利用率68.89%，环比节前增加0.19%
，较去年同期增加16.59%，国内247家主要钢铁生产企业预估开工率为76.4%，较节前下降0.69%。而电弧炉企业产
能利用率跌至谷底，当前全国样本企业电弧炉产能利用率仅4.95%，周环比下降5.97%。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2 供给：螺纹产量小幅增加

➢ 成材方面，春节期间螺纹预估产量302.14万吨，周环比增4.28万吨，低于2018年1-12月螺纹钢周度平均产量
317.60万吨，年同比增加26.71万吨。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3 库存：市场延续被动累库存

➢ 库存方面，螺纹和热卷节日期间持续累库，螺纹节后社会库存预估在686.61万吨，较节前增加164.45万吨；热
卷春节期间厂库及社库总量预估增加51.26万吨，其中社库增加29.53万吨。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3 库存：市场延续被动累库存

➢ 库存方面，螺纹和热卷节日期间持续累库，螺纹节后社会库存预估在686.61万吨，较节前增加164.45万吨；热卷
春节期间厂库及社库总量预估增加51.26万吨，其中社库增加29.53万吨。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4 需求：市场休市，工地停工，需求基本停滞

➢ 需求端，春节期间成材市场普遍休市，预计初七之后市场将陆续开张，下游工地开工相对滞后，但像去年滞后一个
月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需求释放也会相对平稳。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4 需求：房地产市场增长保持强劲，后端压力逐步显现

➢ 房地产开工保持高增长，但后端竣工及销售颓
势不改，后端压力将逐渐向上传导，房地产对
于钢材消费的拉动作用短期无虞但长期存忧

累积同比 本期 上期 环比
房屋新开工面积 17.20 16.80 0.40

房屋施工面积 5.20 4.70 0.50

房屋竣工面积 -7.80 -12.30 4.50

商品房销售面积 1.30 1.40 -0.10 

土地购置面积 14.20 14.30 -0.10 

注：数据更新至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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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月份基建投资累积同比3.8%，环比下降0.1%，PPP项目执行数持续增长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5 利润：长流程钢厂利润趋降，电炉钢企业小幅亏损

➢ 近期原料段价格持续走强，长流程钢厂利润趋降，废钢价格坚挺，电炉钢企业小幅亏损



钢材月度市场跟踪
1.6 价差：螺纹基差收窄，卷螺差逐步回归

➢ 期螺偏强震荡，现货持稳运行，基差进一步收缩；螺纹基本面弱势，热卷基本面好转，卷螺差逐渐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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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铁强势上行，主力基差宽幅波动

➢ 连铁1月强势上行，月线收于588.5元/吨，环比上涨94元/吨；现货价格亦大幅上行，主力合约基差宽幅震
荡。



铁矿石月度市场跟踪

2.2 供给：矿山发货量大减，港口到货量下降

➢ 澳矿及巴西矿1月总发货量环比减少1244万吨，四大矿山中除必和必拓发货量环比微增外均有不同幅度下降。



铁矿石月度市场跟踪

2.2 供给：矿山发货量大减，港口到货量下降

➢ 北方六港1月总到货量环比减少315万吨，其中河北天津港口大幅下降，而山东港口有所增加 。



铁矿石月度市场跟踪

2.4 需求：港口疏港量持续扩大，烧结矿日耗小幅上升

➢ 1月在钢厂节前补库带动下，港口日均疏港量持续增加，月均环比上升15万吨，进口矿烧结粉总日耗环比增加4.5万
吨。



铁矿石月度市场跟踪

2.3 库存：港口库存回落，钢厂进口矿可用天数增加

➢ 供需结构向好，港口库存节前有所回落，环比减少180万吨；钢厂平均库存可用天数环比增加5天至33天。



铁矿石月度市场跟踪

2.5 利润：运费价格大降，进口矿利润收缩

➢ 海运费价格大幅下降，环比减少1-2美元/吨；美元兑人民币持稳，受矿难事故影响，进口矿价格大涨，进口利润
环比下降16元/吨左右。



铁矿石月度市场跟踪

2.6 价差：主流进口矿上涨，品种价差收窄

➢ 主流进口矿现货价格整体呈稳中向上走势，月底受矿难事故刺激均大幅上涨，品种价差收窄后趋稳。



铁矿石月度市场跟踪

2.6 价差：块矿溢价持稳，5-9价差走扩

➢ 球团溢价1月持续下降，块矿溢价持稳运行；5-9价差环比增加1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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