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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本周成材方面主要数据变化： 

价格方面：钢材价格止跌反弹，原料价格下行，钢厂利润延续改善。本周钢材价格指数4130，较上周上

涨80；铁矿指数700，较上周上涨5；焦炭指数1900，较上周回调50，跌幅收窄50 （单位：元/吨）。 

库存方面：钢材社会总库存下降，钢厂库存大幅向市场转移的结构性变化。本周钢材社会库存为1416万

吨，较上周下降17万吨，其中钢厂库存减56万吨，市场库存增39万吨；分品种来看，螺纹钢厂内库存下降约

45万吨，市场库存增加32万吨，社会总库存减13万吨；热卷厂内库存减2万吨，市场库存增2万吨，社会总库

存与上周持平。  

生产方面：本周 Mysteel 调研 163 家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 73.08%较上周降 0.34%；钢材产量为 947 万

吨，较上周下降 14 万吨。钢厂盈利率 85.28%持平。分品种利润方面，螺纹、热卷吨钢利润按当期成本计算

分别为 1000+元／吨，较上周略有回升。 

1 月上旬重点企业粗钢产量为 178.96 万吨，较上期值增加 0.79 万吨；去年同期值为 170.91 万吨；重

点企业钢材库存为 1148.51 万吨，较上期值下降 44.21 万吨；去年同期值为 1259.7 万吨。 

热点方面： 

华东、华南等地区经历第二轮寒潮天气。 

本周成材市场解读与下周展望： 

节前，我们对成材的总体框架是市场在下游主要消费部门增速放缓约束下的一轮主动补库存，这一阶段

主要表现为库存与价格均明显的上升，而价格上升的速度则取决于具体的市场条件，易于波动；但受前者约

束补库总体规模不超高较去年规模，因而对市场价格总体上行空间有一定压制，表现为月环比价格涨幅大概

率小于历史均值同期。产量方面，从 12 中旬到至今，重点企业粗钢旬产量为 178 万吨，预计后期将维持在

这一水平；而去年为 165 万吨、170 万吨，并在 3 月 10 日前维持在 168 万吨的水平，产量较去年同期有明

显的增加，而库存方面，受寒潮天气及其对施工的滞后影响，叠加春假临近，市场库存累积将大概率超去年

同期（注意由于春假假期的缘故，同比数据意义不大，这里我们使用农历时间周期对比），因此在下游消费

部门增速放缓的约束下，市场库存规模超去年，制约市场价格上行空间，这是我们的总体框架。接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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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基本面方面的变化：本周虽受寒潮天气影响，但与钢材终端消费受到一定影响的预期相比，社会总库存

出现下降，驱动价格再次走高。本周钢材社会总库存下降约为 17 万吨，上期值为增加 18 万吨，钢材社会总

库存较上周回落，这与本周市场受寒潮天气影响，库存加速堆积的直观感受不同，主要原因在于本周后半周

虽然收到寒潮天气影响；但在库存统计周期内，影响天数约为 2 天，另外，下游需求表现出的韧性为基本因

素，这在前期报告中已经有论述。而计入产量下降影响后，本周钢材供给端净下降约为 3 万吨，上期值为净

增加 3 万吨，钢材供给边际下降，对价格形成支撑。预计寒潮天气对库存的影响将在下周库存统计中得到体

现，届时社会库存趋于回升；另外，本周产量下降为钢材社会总库存下降和净供给下降的重要原因。本周高

炉产能利用率下降约 0.34%至 73.08%，主因华北和西北地区因环保问题有高炉停产。我们认为在采暖季限产

大背景下，钢材产量总体处于压制状态不变，因此产量基本表现为稳定，产量增长空间有限，下周影响成材

市场价格走势我们谨慎看多，主要有两点：1）补库属于价格敏感性。本周各地区部分主要钢厂出台冬储保

价政策，为市场价格的支撑因素。市场补库对价格较为敏感，当前主要地区部分钢厂出台冬储保价政策，钢

厂在低库存状态下，挺价心态强烈；通过出台保价政策，对库存向下游一级代理商传导，对市场价格形成支

撑；2）但从目前了解到的，除一级代理商外的部分下游市场客户的反应，对在目前市场价格补库存在一定

抵触；而一级代理商受制于资金量，或难以消化钢厂库存的转移；而下游市场受寒潮影响，叠加春节假期临

近，消费明显放缓，加大其资金回笼压力，因此本周我们认为成材价格上行或乏力，震荡整理运行；市场策

略方面，成材震荡操作，或逢高减持、逢低加持思路。 

本周炉料方面主要市场变化： 

本周 Mysteel 统计全国 100 家独立焦企样本： 

   本周 Mysteel 统计全国 100 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 79.16%，上升 1.52%；日均产量 37.98 万吨增

0.73 万吨；焦炭库存 77.62 万吨，增 0.35 万吨；炼焦煤总库存 887.55 万吨，增 27.95 万吨，平均可用天

数 17.57 天，增 0.22 天。本周 Mysteel 统计全国 110 家钢厂样本：焦炭库存 462.88 万吨，增 16.79 万吨，

平均可用天数 13.67 天，增 0.50 天；炼焦煤库存 816.32 万吨，增 16.53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6.26 天，增

0.33 天；喷吹煤库存 381.46 万吨，减 3.61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4.69 天，减 0.14 天。 

   本周炉料行情分析与下周展望： 

本周基本面方面：本周焦化厂产能利用继续上升 1.52%，焦炭供给端受利润刺激继续保持增长，下游钢

厂产能利用率微幅下降 0.34%，焦炭供需继续走弱，焦炭现货市场价格继续回调，本周主要地区钢厂焦炭采

购价格继续下调 100 元/吨。当前，焦炭生产端受利润刺激，产量仍趋于增长；叠加“保气”等政治任务，

我们维持焦炭生产端较强韧性的观点；而需求端受下游钢厂限产影响，实际消费弹性小；补库方面，下游钢

厂库存消费比较上周增 0.5 天；虽采暖季限产下，库存消费比被低估，钢厂存在补库需求；但焦炭市场供给

韧性下，钢厂降价补库逻辑成立，此或减缓现货市场价格下行速度，这一点可以从 9 月份焦炭市场价格急剧

下行状况得出；J1805 合约价格为 2039 元/吨，贴水约 100 元/吨，在焦炭现货市场价格下行，盘面价格不

存在上行空间；同时在成本端受春节假期影响，焦煤市场价格表现坚挺，对盘面焦炭形成较强的支撑，因此

焦炭市场震荡趋弱运行；但底部的支撑较强支撑力来自焦煤端，预计焦煤受春假假期影响，或表现出震荡偏

强的运行态势，对焦炭底部形成较强的支撑。 

     2017 年生铁产量与粗钢产量基本匹配，粗钢产量增加明显，炼钢产能利用率提高  

并处于饱和状态；目前生铁产量筑底企稳；但受到采暖季限产影响，高炉开工率仍将延续当前状态，生

铁产量延续目前平稳状态；焦炭产量基本达成弱平衡；但采暖季结束后，生铁产量将大幅反弹（可以参照历

年生铁产量反弹幅度），对炉料需求形成直接带动，焦炭等炉料系需求将直接增加；而供给方面，盘面

1950 元/吨，折合山西地区价格在 1730 元/吨，在焦煤供给端春节收缩对焦炭成本形成支撑，因此盘面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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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水平将受到强支撑；目前焦炭产能率用率提升，供需关系继续趋弱，焦炭价格未见底，补库等需求乏

力，焦炭现货市场价格未见底，盘面贴水幅度较小，买盘不足以支撑盘面上行；此时买盘也应该没有多少力

量的。  

本周铁矿石基本面方面，本周铁矿石可用天数继续出现大幅回升，继上周单周增幅创出历史高最大 4 天

增幅外，本周铁矿石可用天数环比增 3.5 天至 29.0 天水平，我们认为此为应对春节假期运输不畅等因素，

钢厂进行的例行补库，后期补库动力仍需观察；而铁矿石价格方面，本周普氏铁矿石价格指数为 74.6 美元/

吨，上周同期值为 76.85 美元/吨，延续了自上周钢厂大规模补库，铁矿石价格下行的态势，表明铁矿石贸

易商对铁矿石市场心态不佳，我们认为铁矿石港口库存高位和发货高位均对铁矿石市场形成有效压制，因此

我们调整对铁矿石市场上涨动力不足的观点转为看空；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炼钢产能利用率的大幅提高，

使得限产低于预期，因此采暖季限产结束后，复产将对炉料原料需求形成直接拉动；同时目前原料库存消费

比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低估，钢厂补库规模仍有空间；但就目前来看，对铁矿市场难言支撑，而采暖季限产结

束后，铁矿石市场需求仍有一轮脉冲，对铁矿石市场有一定的提振；但在铁矿市场发货季节性抬升的背景

下，支撑不足，铁矿市场的熊市或来临；市场策略方面，维持铁矿逢高沽空思路。另外，上周必和必拓调整

铁矿石结算价格标准，由原来的单方依照普氏定价改为（普氏指数+Mysteel 价格指数）/2*（1-折扣），从

普氏指数与 Mysteel 价差 75%左右的波动落在（-3，3）美元/吨的价格区间，因此此计价方式的改变对铁矿

石市场价格波动趋于变小，或为主要影响。 

本周铁矿方面主要数据变化： 

本周 Mysteel 统计的全国 45 个港口铁矿石库存为 15190，较上周五数据减 180，较去年同期增 3230，

日均疏港总量 251.85，上周五为 268.27；其中澳矿 8530，巴西矿 3648；贸易矿 5753；球团 211，精粉

631，块矿 2151（单位：万吨）。分区域来看，华北地区受空气质量影响，港口一直处于封港状态，港口疏

港大幅下降，受此影响，港口库存增加明显；沿江港口最近受长江封航影响，到港船只有所减少，港口库存

有小幅下降，但封航已于 15 日解除；华南港口近期到港量有所降低，据了解，近期钢厂有意控制厂内库

存，疏港量有小幅下降。 

策略：成材逢低加持，逢高位减持；焦炭震荡趋弱操作、铁矿逢高沽空操作； 

套利方面：做多钢厂利润（螺纹与铁矿为标的）继续持有、做空焦煤比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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