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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宏观方面主要数据及解读： 

10 月份，PPI 同比上涨 6.9%，环比上涨 0.7%；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8.4%，环比上涨 0.9%。1-10 月平

均，PPI 同比上涨 6.5%，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8.4%；10 月 PPI 同比与 9 月持平，环比回落，表明 PPI 上涨主

要受基数影响，后期这一因素对 PPI 的影响将逐渐加大；结合 PPI 环比回落来看，后期 PPI 回落基本确定；

另外，工业企业利润仍在向上游行业转移，下游企业利润继续回落，后期随着 PPI 回落，下游利润萎缩或逐

渐明显，工业需求或难现增长；从分项看，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9.0%，影响 PPI 总水平上涨约 6.7%；生

活资料影响仅为 0.2%,向 CPI 的传到并不明显；另从 10 月 CPI 同比上涨 1.9%，主要为非食品价格和服务价

格涨幅较大，后期 CPI 面临低基数效应，或延续上涨空间，总体来看，短期经济有向温和通胀迹象，支撑资

产价格；但 PPI 回落，对钢材等工业加工品原料需求主要看供给侧收缩情况；从目前情况来看，采暖季将对

供给端形成压制，工业加工品滞涨概率较大，预计这一因素将持续到明年 5 月左右，因此对黑色板块供需关

系构成较强支撑。 

风险：采暖季限产执行不及预期。     

本周成材方面主要数据变化： 

    价格方面：钢材指数4290，较上周涨110；成本指数2586，跌12；其中铁矿指数640，与上周持平；焦炭

指数1600，较上周下降50； 

    库存方面：钢材市场总库存继续显著下降，本周下降约39万吨至943万吨，降幅较上周扩大10万吨；其

中热卷库存下降3万吨，总库存为203万吨；螺纹库存降幅约28万吨至402万吨；螺纹钢厂库存219.7，较上周

减少23.35。 

    生产方面：本周 Mysteel 调研 163 家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 79.33%较上周下降 0.73%，剔除淘汰产能的利

用率为 86.08%较去年同期降 1.73%，钢厂盈利率 85.28%，与上周持平。分品种利润方面，螺纹热卷吨钢利

润按当期成本计算均超 1300 元／吨，较仍较上周小幅扩大 20-50 元／吨；热卷利润超螺纹 100 元／吨。 

    热点方面： 

    本周“2+26”城市开始正式执行采暖季限产政策。    

    河北省 2018-2020 年计划再压减退出钢铁产能 2000 万吨左右、煤炭产能 2600 万吨左右，力争到 2020

年钢铁产能控制在 2 亿吨左右、煤炭产能控制在 7000 万吨左右； 

    本周成材市场解读与下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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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回落，价格上涨，产能利用率受采暖季限产下降，供给受到压制。传统来看，10 月至 12 月中下旬

为主动去库存，库存回落，价格下跌。目前从价格上涨来看，这一进程有被干预的可能性较大；而今年的上

半年钢材需求要好于去年同期，后期延续这一状态为大概率，此为根本原因；而采暖季限产，供给收缩及其

预期，直接加速或强化了这一状况，因此，后期钢价坚挺为大概率，因此基差收敛交易逻辑延续，溢价空间

取决于目前基差高低，目前螺纹基差远高于热卷，因此成材市场呈现螺强卷弱格局。具体来看：1）市场库

存下降 38 万吨，降幅较上周扩大 10 万吨，降幅略超预期；总库存即主要钢材品种库存创年内新低；2）价

格方面，成材价格指数出现反季节性上涨，周环比涨幅 110 元／吨，表明市场无主动去库存意向，挺价意愿

强烈；3）高炉产能利用率回落，总水平低于年均值 85%；延续自 10 月限产以来水平，生产端延续缩减；

4）本周限产落地，市场预期再度强化未来供给收缩；5）以上均支撑成材市场价格走强或坚挺，结合目前螺

纹基差处于偏高水平，仍存在一定收敛空间，将利多 RB801 合约；同时淡季库存积累不足，难以满足旺季需

求，RB1805 合约或面临强势修复，给出相较于 01 合约的更多溢价空间;但需注意本周发布的固投等宏观数

据延续回落对其形成冲击，但此为一较好的买入机会；6）6）热卷基差处于偏低水平，价格上行空间小于螺

纹，盘面呈现螺强板弱格局；7）另外，钢价较去年同期上涨约 40%，叠加流动性紧张，冬季备库资金端的

压力或引导部分资金进入期货，建立虚拟库存，也为另一利多因素；  

    本周“双焦”方面主要市场变化： 

   本周Mysteel统计全国100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71.94%，下降0.91%；日均产量34.74减0.44；焦

炭库存85.94，增0.51；炼焦煤总库存696.35，减42.41，平均可用天数15.07天，减0.72天。  

   本周Mysteel统计全国110家钢厂样本：焦炭库存449.25，减10.68，平均可用天数12.94天，减0.31天；

炼焦煤库存834.90，增12.59，平均可用天数16.63天，增0.25天；喷吹煤库存359.77，减9.13，平均可用天

数13.51天，减0.34。 

   本周Mysteel统计沿海港口进口焦煤库存：京唐港85.9增4.9，日照港7.5平，青岛港10平，连云港0平，

湛江港115增8。港口焦炭库存：天津港76减1（港外15港内61），连云港3.6减0.3，日照港70减2，青岛港73

减12。 

本周“双焦”行情分析与下周展望： 

钢企限产，上游焦炭等炉料需求持续减弱;焦企出现大面积亏损，生产延续回落态势，需求回落难支撑

利润逻辑;而闲置产能的存在，对于远月期货的升水结构，形成最为有利的产能转移环境，成为打压远期合

约的重要和直接因素；同时中间贸易库存仍以去库存为主，焦炭基本面仍弱势运行；在基差偏低水平下，盘

面焦炭压力明显，本周焦炭盘面弱势震荡下行运行。具体来看，1)焦化厂大面积亏损，开工率继续回落，焦

炭日产下降至 34.74 万吨; 2)焦化厂库存继续回升，幅度放缓;3)焦炭指数将上周继续回落约 50 至 1600;港

口库存继续回落，去库存趋势明显，因此焦炭市场难言支撑；但焦企亏损，下行幅度或减缓，焦炭弱势震荡

下行运行概率较大；5) 现阶段焦企亏损，煤矿库存积累，下游降价诉求高，在焦煤无利好消息下，焦煤市

场下行确定，但不同于焦炭基差，焦煤基差处于偏高水平，因此对其有一定支撑，后期盘面焦煤或低位震荡

运行。当然，后期钢厂补库预期，支撑远月炉料，因此仍维持炉料近弱远强格局，可在价差低位处做多近远

月价差；铁矿方面，延续此逻辑。 

本周铁矿方面主要数据变化： 

Mysteel 统计全国 45 个港口铁矿石库存为 13842，较上周五数据增 100，较去年同期增 2917，日均疏港

总量 268.59，上周五为 276.43；其中澳矿 7220，巴西矿 3610，贸易矿 5047，球团 179，精粉 615，块矿

1530。（单位：万吨）分区域来看，华东地区疏港小幅下降，前期压港船只陆续卸货，港口库存小幅增加；

华北地区库存小幅增加；华南地区近期到港船只减少，压港情况也有相应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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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成材多单持有，逢回调加仓；焦炭、铁矿逢高沽空；焦煤等待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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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钢材主要数据 

1.1 钢供给端 

1.1 钢产量及库存 

  

1.2 高炉开工率与盈利 

  

2.螺纹钢与热轧卷板品种分数据 

2.1 螺纹钢产量与社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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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螺纹钢与热轧板卷市场库存 

 
 

2.3 螺纹钢与热卷利润 

 

 

3.螺纹钢与热卷基差（市场价格-期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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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双焦” 

1.1 焦化厂炼焦煤库存可用天数和港口库存 

  

1.2 焦炭下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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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焦化厂焦炭库存 

 

2.“双焦”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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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铁矿石 

1.1 铁矿石港口库存与到港量 

  

1.2 大中型钢厂铁矿石库存平均可用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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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货量 

  

2.铁矿石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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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辉期货研发中心编制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用，不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期货品种的要约或发出的要约邀请。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中辉期货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阁下首先应明确不能依赖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其次期货投资风险应完全由实际操作者承担。除非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

外，中辉期货不对因使用本报告而引起的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仅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本报告所载的观点不代

表中辉期货的立场。中辉期货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  

本报告以往的表现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反映及担保。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反映中辉期货于最初发表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

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期货品种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  

中辉期货未参与报告所提及的投资品种的交易及投资，不存在与客户之间的利害冲突。  

本报告的版权属中辉期货，除非另有说明，报告中使用材料的版权亦属中辉期货。未经中辉期货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亦不得作为诉讼、仲裁、传 媒及任何单位或个人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任何用途。如引

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中辉期货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所有于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

标识均为中辉期货有限公司的商标、 服务标记及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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