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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消息： 
 
（1）供应方面：全国26港到港总量为2283.1万吨，环比增加284.8万吨；北方六港到港
总量为1222.5万吨，环比增加346.0万吨；全国26港主流高品澳粉到港577.9万吨，环比
增加173.1万吨，主流低品澳粉到港325.3万吨，环比增加118.9万吨，主流澳块到港
278.6万吨，环比增加67.3万吨。北方六港本周预报到港量也有较大降幅，因而本周到港
量或将有所减少。港口泊位部分检修结束，预计下周发货将有所上涨。短期发货将有所
恢复，到港量也呈现高位。 
 
（2）需求方面：本周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82.93%，环比上期降0.35%，同比降7.32%；
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81.52%增0.09%，同比降5.32%，钢厂盈利率91.90%，环比持平，日
均铁水产量227.96万吨增0.25万吨，同比降14.87万吨。下周7座高炉计划复产，新增4座
高炉检修，河北及江苏多座高炉停复产情况尚无确切消息，需持续跟进。下周全国产量
来看，徐州区域高炉已经进入陆续复产阶段，但预计下周出铁较少，唐山及邯郸下周或
陆续进入检修状态，预计铁水产量逐步下降，整体来看预计全国铁水产量下周或出现一
定程度下降。需求方面来看，因环保限产影响，钢企或有主动去库存行为，高炉开工率
及铁水产量后期呈现双双下滑态势已基本确认。 
 
（3）库存方面：64家样本钢厂进口矿平均可用天数26天，较上次统计降3天；库存消费
比为27.08，较上次统计降3.95。本次调研数据来看，全国各区域钢厂库存均小幅下降，

烧结粉日耗较上次调研有明显恢复，唐山于本周下发开展污染减排攻坚行动的通知，经
向调研钢厂了解目前钢厂正为后期减排任务做准备。全国45个港口铁矿石库存为
15351.73万吨，较上周五增9.66万吨；日均疏港总量279.02万吨降8.3万吨。本周华东地

区到港和疏港受大雨及大雾天气影响，整体库存继续下降；沿江港口普遍库存呈上涨趋
势，且到港船舶数量增加，周中部分港口受飓风影响有短暂封港情况，预计周末期间恢
复正常。库存方面来看，目前港口库存天气影响逐渐削弱，预计下周港口库存将出现回
升。 

 
（4）运费方面：本周干散货海运市场持续上涨。截止至发稿，BDI报收于1632点，环比
上周上涨10点。程租运费来看，目前巴西至中国海运费21.8美元/吨，环比上周上涨2.1
，幅度为10.7%；西澳至中国海运费8.7美元/吨，环比上周上涨1.7，幅度为24.3%。东南
亚地区船运活动冷清，目前印尼至中国南方港口运费5-6美元/吨（7-8万吨）；6-7美元/
吨（5-6万吨）。另东澳至中国港口运费9-10美元/吨（15-18万吨） 
 
（5）汇率方面：本周人民币较上周整体贬值，美元兑离岸人民币由6.6622（7.6）上升
到6.7118。按汇率来算铁矿石人民币价格上涨10.16元 
 
（6）重要消息： 
     1.海关总署：中国6月原油进口3434.6万吨，5月为3905万吨；中国6月未锻轧铜及
铜材进口44.8万吨，5月为47万吨；中国6月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8324.2万吨，5月为9413
万吨；。 
     2.周二发布的港口数据显示，澳洲黑德兰港6月对华铁矿石出口量环比增长7%至
3969万吨。皮尔巴拉港口管理局数据显示，黑德兰港6月铁矿石发运总量为4729万吨，高
于5月的4497万吨。 
     3.据澳大利亚特别节目广播事业局网站3日报道，2018年至2019年煤炭或将超过铁
矿石成为澳出口额最大的矿产品。报道说，根据最新统计数据，预计2018年至2019年澳
煤炭出口额将达到581亿澳元(1澳元约合0.74美元)，铁矿石出口额将达577亿澳元。这将
是近10年来煤炭出口额首次超过铁矿石出口额。 
     4.为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的反馈意见，截至6月底，新疆按照“全部关闭

，立即拆除，尽快完成生态环境恢复”的工作要求，已经全面关停了罗布泊野骆驼自然
保护区内的铁矿、有色金属、贵重金属等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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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刊） 

铁矿供应宽松，需求偏弱，库存增长，运费继续上升 

近期策略： 
短期：铁矿石择机做空。 
 
 
长期：铁矿石维持长期空头，今年低点
目标60美元，短期关注钢材市场变化，
运费和汇率和变化。 

 
 
 
风险提示： 
   1.铁矿石期货已经国际化，关注人民
币汇率带来的价格变动。 
   2.关注石油价格变动带来的运费变化
。 
   3.关注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变化，
带来钢材需求变化的风险。 
   4.关注螺纹钢基差和价格波动，带来
的需求变化。 
   5.关注焦炭、焦煤、锰硅等高炉炼铁
原材料配比变化带来的铁矿石品质变化
。 
   6.关注电炉炼钢成本和产量的变化，
带来的高炉炼钢比例变化。 
   7.中美贸易战担忧情绪再次升温，注
意风险。 
   8.关注统计局工业增加值变化。 
   9. 6月建筑钢材淡季或许到来，注意
库存变化带来螺纹钢价格变化，铁矿石
价格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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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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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日线MACD绿红柱增长，有上
涨趋势。 

铁矿石1809 

铁矿石技术点评 

合约持仓表 

I1809 





7月13日，全国11家钢厂发布调价信息，价格继续上调，调整幅
度为0-50元/吨。 

市场价格再度拉涨，目前市场资源仍短缺，部分客户仓库货源
紧张。近期受期货拉涨影响，在库存水平较低的影响下，钢厂
拉涨意愿较强。预计下周价格或将仍有可能继续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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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贸易战分析 

事件：1.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
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特朗普在白宫签字前对媒体说，
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600亿美元。 
      2.清明节期间，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疯”总统特朗普频频出招挑衅，4月4日
公布“500亿美元”加税清单，建议对清单上的中国产品征收额外25%的关税，剑指我国科
技业，4月6日再次加码，称或再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此，我国政府明确表
示，中方将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必定予以坚决回击，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
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3.5.20刘鹤：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
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
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4. 5月29日美国白宫发布声明，将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包括高科技以及与
“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品征收25%关税，最终征税名单将在6月15日宣布，并在随后开
始征收关税。此外，投资限制、对中国个人与先进工业技术出口控制等规定将在6月30日
公布。 
 
点评：美国公布的关税加收名录中以水果、钢材和猪肉为主，因此对于国内出口而言影响
最大的就是钢材期货。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钢材的产销对于全球的钢材供需
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美国是钢材的净进口国，而国内是钢材的进出口国，两国虽然直接
的钢材贸易不高，但是通过转口贸易产生的间接出口量较大。因此，美国加收关税对于国
内的钢材出口将会产生影响，但是如果美国的对外贸易保护不扩大，这一影响很大程度上
是会被转口贸易所抵消的。     

7.6中美贸易开战 
点评：中美贸易战，除农产品外，全线利空，宏观来说，提高整个世界的成本，降低经济
活跃度。中美贸易上来看，美国宣布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中包括“中国制造”2025计
划中的产品。从当前的中美贸易行业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机电设备、
机械装备、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纺织品、金属制品等，其中，机电设备，机械装备、
金属制品等行业是我国钢材重要的下游消费行业，大约占到钢材总需求的20%以上，美国
此次对这些产品征收关税，必然降低相关行业产品对美的出口竞争力，这些产品出口受阻，
预计对国内钢材需求产生不利影响。贸易战带来世界贸易的成本提高，交易量下降。中国
贸易对美的顺差大幅减少，将影响中国的大宗商品的进口量，中国对原油基本金属铁矿石
和农产品等原材料的进口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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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五月行情分析 
 

国内铁精粉较进口精粉价格有优势 
         今年以来国内铁矿石原矿产量绝对量大幅减少，但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总产量为2.55亿吨，
仍较去年同期小幅增长1.4%。同时1-4月累计进口铁矿石3.53亿吨，同比增长0.2%，铁矿石供应量增幅大大减
少。相较于进口精粉来说，国内精粉价格更具优势。 
 
港口铁矿石库存继续保持高位 
          港口库存方面，6月1日Mysteel统计全国45个港口铁矿石库存为16040.16万吨，较上周五增150.72万吨，
环比上月同期增24.17万吨，4月份以来整体库存虽有下降，但不明显。一些中低品和高硅资源的大量应用使
得低品位资源价格坚挺，同时钢厂对PB粉资源用量的减少，也使得PB粉矿跌幅相对明显，同时PB粉矿资源到
货量多导致目前价格有一定压力。 
          在中低品味资源较为坚挺，且港口现货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后，港口高品位资源也会逐渐止跌，随着钢
厂高炉开工率的上升，铁矿石整体需求仍较好。 
 
高性价比铁矿石资源相对紧张 

          今年以来，高硅资源扣罚力度逐渐降低。主要是高硅资源扣罚力度较大后，性价比显现出来，国内成熟
的选矿技术可以很好的处理高硅资源，一些高硅巴粗资源销售好转，江内部分钢厂使用巴粗比例基本在25%
以上，叠加4月中旬以后巴西至中国海运费快速上涨以及巴西发货量总体减少得分情况下，港口现货巴西粗粉
资源较为紧张，价格相对高位。 
 
钢厂利润降低后，高品位资源价差缩小 
          今年3月份以后钢厂利润被快速压缩，同时钢厂高炉开工率快速上升，钢厂开始调整高炉结构配比，钢
厂使用性价比相对较高的麦克粉、金布巴粉、罗伊山粉以及巴西粗粉，同时少数钢厂大量增加超特粉矿用量
，以降低采购成本。 
 
 
 

关于钢铁产量 
1.4月份欧国粗钢日均产量256万吨/天，创历史新高。主要原因：1）采暖季限产结束，钢铁产量恢复。2）清

除地条钢产能之后，合法合规产能增产，隐性产量显性化。去年4月份我国粗钢产量日均243万吨/天，考虑地
条钢产，今年4月粗钢日均产量并未突破。 
 
2.从钢材品种结构来看，长材是增产主力。从市场库存变化来看，3月16日以后国内钢材市场库存快速下降。
从相关产品——水泥的产量来看，1-4月份5.84亿吨，同比下降1.9%，4月份2.1亿吨，增产3.2%。三个方面证
实了隐性产量显性化。 
 
3.我国钢铁产量释放已经接近极限，后续继续上升空间有限。原因：1）4月粗钢年化产量9.33亿吨，产能利
用率在93%左右。2）各地环保督察和巡查力度加强，以环保限产和停产的方式倒逼企业环保设施达标改造。
3）部际联席会议组织开展化解过剩产能专项抽查，防止地条钢死灰复燃工作。 
 
4.钢厂利润处于高水平，合规企业将继续保持较高的产能利用率。4月重点钢厂实现利润220亿元，利润率
6.38%，吨钢利润376元。 
 
小结:后期我国钢铁产量将继续保持高位，关注阶段性、区域性环保限产对钢铁产量释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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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1805合约交割总结（参考一德期货相关报告） 

1. 本次I1805合约交割量为106万吨，历史统计来看，仅次于I1601合约，跻身第二高位，交割品种为金布
巴粉矿和印粉； 
2. 本次交割地为瑞钢联（连云港）2万吨、连云港5万吨、日照港25万吨、华信（日照港）8万吨、中建

材（日照港）15万吨、曹妃甸1万吨、河钢国贸（曹妃甸）15万吨、河钢国贸（京唐港）15万吨、大有
资源（京唐港）10万吨、唐港储运6万吨和青岛港4万吨。其中北方港口交割总量为47万吨，南方港口为
59万吨。 
3. 本次I1805交割的主流品种是金布巴粉和印粉，主要与港口库存结构以及交割利润有关。I1801中以巴
混作为主流交割品种的情况在本合约并没有出现，主要原因在于SSFG无交割利润驱动，且市场资源偏少
。 
4.本次交割中，买方单一，大量接盘I1805期货，折算期货上的建仓成本约434元/吨，再通过转现货贸易
，可实现盈利600万元。另外，该买方同时也在HC1805上做了卖出热卷交割的操作，相当于锁定了1120
元左右的吨钢利润，表面上看较同期的出厂销售利润是低了400元，但却是早在4月底至5月上旬就锁定
了该利润额，也是规避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利润下滑风险（按5月23日测算的出厂销售利润约1460元，

较锁定周期内利润缩小了60元/吨）。 

“公转铁” 影响： 
事件：日前，根据财新网报道，生态环境部提出，2018年9月底前，山东、长三角地区沿海港口煤炭
集疏港运输全部改由铁路，2019年底前，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地区沿海港口的矿石、钢铁、焦炭
等大宗货物全部改由铁路运输，禁止汽运集疏港。目前计划是，至2020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公

转铁”货运量增长20%左右。也就是要从现在的不到8亿吨逐步提高10亿吨左右。重磅来袭！矿石、
钢铁、焦炭等将全部禁止汽运，改由铁路运送。 
 
影响：1.公转铁”政治指导属性强，国有钢厂会带头执行。之前运输一直以汽运为主，从港口卸货

直接运输到钢厂，“公转铁”若全面执行，铁路运输到站后转汽运，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都会有所
上升。总的来说，“公转铁”对于焦煤，普碳行业影响较大，其物流、生产排货、生产数量等都会
受到影响，不锈钢对于煤炭矿石用量比较小且不锈钢沿海的工厂都配有传送带，因此对于不锈钢行
业来说影响不大。 
              2. 年初，煤炭市场形势不乐观，北方港口煤炭交易价格保持低位，煤炭企业盈利微薄甚至亏

损经营，生产经营困难，山西、陕西等地纷纷出台减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煤炭汽运成本预
计此方案将于9月21日开始执行，预计今年后几个月，将有2000万吨左右的汽运煤回归到铁路运输，
水陆联运煤炭运输形势将趋好，大秦线配套港口吞吐量将有小幅增量。 



2018年6月14日统计局发布工业增加值数据解读： 
1、工业增加值增长6.8% ，上期7.0%  经济总体情况依然良好。  
2、发电量 同比增长9.8% ，上期 6.9% ，利多动力煤，同时证明经济情况良好。 
3、原煤产量 增长 3.5%  上期 4.1% ，进一步回落，利多动力煤。 
4、钢材产量 增长 10.8%   上期  8.5%，产量持续增长，利空黑色系。 
5、焦炭产量 下降1.6% ，上期 下降 3.6% ，利空焦炭。 
6、汽车产量 增长  9.5% 上期 10.8%  有所回落，弱利空橡胶。 
7、平板玻璃产量 下降 0.7% 上期 增长1.4%  弱利空玻璃。 
8、 铝产量 增长 1.5%  上期 1.1% ，弱利空铝。 
其他产业： 
1、工业机器人保持35.1%的高速增长 ，自动化行业发展依然量化。 
2、新能源汽车增长56.7%，虽然低于上期82.2%，但增速依然高位，利多新能源
汽车行业，商品利多 锂电池、钴和镍。 
3、 集成电路行业 增长 17.2% ，维持中速增长。 
4、医药制造 增长10.9%，上期 9.7% ，行业依然利好。 

房地产方面： 
1、1-5月开发投资增速10.2%，环比
下降0.1% ，弱利空建筑材料 
2、土地购置面积 增长 2.1%，上月
是下降 2.1%，土地出让情况有所好
转 
3、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增长 2.9%
，上月 1.3% ，销售情况有所好转，
利多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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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5月钢材产量同比增长10.8%，4月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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