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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

概述：本周钢材走势整体偏弱震荡运行。供应方面，近
期江浙一带能耗双控政策趋严，钢厂严格执行限产，对
以江苏为主产区的螺纹产量影响较大，而对热卷产量影
响相对较少，该现象导致近一周卷螺差持续收窄，螺纹
盘面价格一度超过热卷；需求方面，当前处于建筑业旺
季阶段，存量施工需求对近期钢材价格形成支撑，但远
期看来，下游需求存在下行压力，远期合约价格向上受
阻。

近期观点：

逢低做多

政策方面：

• 9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

要求更多运用市场办法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保障冬季电力、
天然气等供给；

• 9月21日，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

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大力
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

• 9月16日，生态环境部发布《重点区域2021-2022年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征求意见稿）》，要点如下:

1、严格执行2021年粗钢产量压减工作有关要求
2、实施范围增加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山东东、南部，河 南

南部部分城市；
3、环保绩效评级A级企业自主采取减排措施，但须确保秋冬期

间粗钢产量同比不增加。环保绩效评级越低错峰生产比例越高。

• 受限电消息影响，自9 月 22 日起，唐山地区部分管厂每日停
产 5 小时，具体解除时间未定，影响日均产量约 0.22 万吨。

• 9 月 23 日，受双台风来临前的持续高温影响，广东地区再次
执行临时错峰用电计划。按照有序用电方案，广东佛山顺德
陈村地区不锈钢市场以及揭阳地区纷纷执行“开一停六”。

• 9月22日，贵州省能源局印发关于2021年贵州省有序用电方案
，将省内电力缺口规模发布相关的预警以及对应分级响应，
并将结合实际对相关企业进行避峰生产。近期贵州省各电炉
企业均收到响应通知，继续错峰用电，较前期更加严格，部
分电炉企业限电时间达12小时/日，日均影响产量5300吨，具
体解除时间待定，高炉企业暂未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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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炉使用情况：

河北高炉使用情况：

唐山高炉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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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成本利润情况：

成本：

根据Mysteel调研数据，15家独立电弧炉建筑钢材钢厂平均成本
为4927元/吨，环比上周微升5元/吨。本周各区域独立电弧炉调
研成本出现明显区域分化。

利润：

目前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利润为765元/吨，谷电利润860元/吨，
环比上周再次上升179元/吨。本周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利润再次

出现大幅上升，虽各区域废钢价格涨跌不一，但螺纹涨势凶猛，
各区域电弧炉利润均出现增加。受益于全国各区域不同程度限产
、“能耗双控”环保等因素影响，且目前处于“金九”期间，成
材需求有所提升，成材价格出现普涨，钢厂利润再次攀高。

整体来看，目前独立电弧
炉钢厂利润非常可观，利
润仅次于5月中旬时期，钢
厂生产积极性较高，对废
钢需求强劲，此外下周将
进入国庆长假前期，钢厂
有备库需求保证假期生产
所需，但产能要求不超去
年，钢厂上半年多数生产
已超额，生产势必受到一
定约束且多数区域缺电情
况仍未得到缓解；另一方
面，成材价格屡屡攀高，
商家惜售拉涨，成材价格
过高可能导致成交受阻或
出现回调可能；综合以上
，短期废钢价格有走强可
能，独立电弧炉成本或将
上升，钢厂利润出现回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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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样本钢厂高炉情况：

河北样本钢厂高炉情况：

本周 上周 变化 本周 上周 变化 本周 上周 变化 本周 上周 变化

高炉开工率

（%）
54.14% 55.66% -1.52% 43.44% 43.44% 0.00% 50.66% 50.66% 0.00% 66.67% 66.67% 0.00%

高炉检修容
积（立方

米）

259485 245465 14020 43159 43159 0 109847 102187 7660 106479 100119 6360

高炉检修量

（万吨）
77.55 73.95 3.6 13.15 13.12 0.03 34.87 32.56 2.31 29.53 28.27 1.26

检修限产量
（万吨）

83.21 80.86 2.35 13.68 13.58 0.1 36.8 35.13 1.67 32.73 32.15 0.58

检修钢厂

（家）
126 125 1 35 35 0 61 61 0 30 29 1

盈利钢厂

（%）
77.91% 78.53% -0.61% 49.02% 50.98% -1.96% 86.30% 86.30% 0.00% 97.44% 97.44% 0.00%

                                        全国163家样本钢厂高炉调查                           来源：钢联数据

统计类别/

钢厂规模

全国 年粗钢产量≤200 年粗钢产量200-600 年粗钢产量≥600

本周 上周 变化 本周 上周 变化 本周 上周 变化 本周 上周 变化

高炉开工率

（%）
46.67% 47.94% -1.27% 25.45% 25.45% 0.00% 38.24% 38.97% -0.73% 65.32% 67.74% -2.42%

高炉检修容
积（立方

米）

116925 112635 4290 26095 26095 0 58020 57570 450 32810 28970 3840

高炉检修量

（万吨）
37.15 35.92 1.23 8.38 8.38 0 18.62 18.47 0.15 10.15 9.07 1.08

检修限产量
（万吨）

37.77 36.93 0.84 8.48 8.48 0 18.64 18.88 -0.24 10.65 9.57 1.08

检修钢厂

（家）
64 64 0 23 23 0 30 30 0 11 11 0

盈利钢厂

（%）
64.38% 64.38% 0.00% 33.33% 33.33% 0.00% 75.76% 75.76% 0.00% 100% 100% 0%

                                     河北地区72家样本钢厂高炉调查                          来源：钢联数据

统计类别/

钢厂规模

全国 年粗钢产量≤200 年粗钢产量200-600 年粗钢产量≥600

根据Mysteel调研数据，163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54.14%，环比下降1.52%，产能利用率65.71%，环
比下降1.85%，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71.53%，
较去年同期下降12.69%，钢厂盈利率77.91%，环
比下降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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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期现涨跌数据

钢材周度产量和库存产量汇总（9.15-9.23）

螺纹钢 & 热卷：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本周钢材仍然处于供需双弱局面，产量方面，螺纹比上周大
幅减少36万吨，尤其华东地区，江苏、浙江等省份多数钢厂停产
或减产，同时其他地区也受能耗双控影响，包括安徽、山东等，
产量大幅回落；而热轧卷板方面，周产量小幅下降，库存微增，
主要原因是河北主产区限产影响相对江苏较小，且热卷下游消费
能力不佳。需求方面，本周主要受终端补库偏弱影响，消费量环
比有一定回落，尽管建筑业表观需求同比去年环比下跌，但存量
施工需求仍对钢材价格形成一定支撑。按照目前各地公布的限产
计划来看，当前限产计划主要影响将会持续到十月中旬左右，叠
加近期一直强调的能耗双控政策的出台，预计四季度供给仍然会
处于较低状态；另外，考虑到全运会及冬运会，以及相关环保政
策持续铺开，终端施工情况或仍保持同比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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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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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主力持仓 9.24

名次 会员简称 持买单量 比上交易日增减 名次 会员简称 持卖单量 比上交易日增减

1 永安期货 6226 -663 1 东海期货 10268 -758

2 瑞达期货 4996 -17 2 大地期货 4106 -716

3 中钢期货 3918 -953 3 中信期货 3245 302

4 东证期货 3630 259 4 南华期货 2872 -54

5 国泰君安 3548 -1395 5 浙商期货 2817 -16

6 上海中期 3397 0 6 国投安信 2412 16

7 新湖期货 3068 -282 7 一德期货 2323 -391

8 招金期货 2968 156 8 首创期货 2311 218

9 中财期货 2538 -526 9 国泰君安 2185 -336

10 浙商期货 2396 -88 10 永安期货 2116 -126

11 华泰期货 2266 -425 11 东证期货 1559 281

12 中信期货 2073 365 12 宝城期货 1491 -154

13 方正中期 2046 -107 13 广发期货 1408 -335

14 银河期货 1571 56 14 银河期货 1357 -193

15 创元期货 1462 -1034 15 天风期货 1347 -190

16 广发期货 1234 -127 16 前海期货 1341 -164

17 中融汇信 1131 -46 17 五矿期货 1323 -280

18 光大期货 1094 -39 18 中信建投 1294 -35

19 建信期货 1017 102 19 华泰期货 1276 -74

20 山金期货 1017 -41 20 鲁证期货 1213 -14

合计  51596 -4805 合计  48264 -3019

RB2110合约主力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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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24日，全国螺纹钢主
要建筑企业库存279.14万吨
，较上期减少26.99万吨，企
业去库能力持续升级。

8月生铁产量7153.40万吨，
同比上月减少11.1%，产量下
降显著。

供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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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

8月，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
比下降3.2%，房地产开发投
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上升10.9%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
上升15.9%，房屋施工面积累
计同比上升8.4%。

1—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
投资98060亿元，同比增长
10.9%；比2019年1—8月份
增长15.9%，两年平均增长
7.7%。其中，住宅投资
73971亿元，增长13.0%。

增速持续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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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卷

期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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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卷主力持仓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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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55个城市热轧卷板社会库存

热轧各品种库存

全国热轧卷板和冷轧卷板库存 截至9月24日，全国热轧
卷板库存276.76万吨，较
上周微幅增长0.19万吨；
冷轧卷板本周库存116.41
万吨，较上周小幅下降
0.5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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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

2021年8月，全国汽车产量
173.4万辆，同比去年减少
19.1%。

2021年8月，全国汽车180
万辆，环比下降3.4%，同
比去年下降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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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周，需着重关注的因素仍然是限产政策对钢材产量造成
的影响。目前，钢材整体仍处于供需双弱的环境中，结合上述
的数据，不难发现整体产量以及库存仍进一步减少，尤其是最
大主产区在江苏的螺纹钢，本周在现货和期货市场上，价格都
显现了不小的韧性。得益于当前建筑业的存量需求，尽管整体
下游消费情绪不够高涨，但在供给端大幅下降的前提下，对螺
纹的价格支撑明显。而另一面，同样作为钢材的热卷，一方面
由于主产区河北的限产压力不及江苏，另一方面下游汽车制造
行业和船舶行业旺季未至，下游消费能力更显疲软，导致库存
增加，整体进一步收窄了热卷期价和螺纹期价的距离。

对于接下来钢材价格的走势，供应端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
方面：双控政策引发的多省限电减产的影响、2+26城市供暖季
限产的影响以及碳达峰及碳中和下的平抑产量。这些因素预期
会持续性影响产量，使得数据难以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消费
端方面，考虑到宏观上货币有明显收紧趋势，导致了下游行业
资金紧张局面，叠加双控政策干预，部分高耗能企业被动停产
，使得建筑业钢材需求量偏低，但当前仍处于旺季过渡阶段，
存量项目能够对消费有较强支撑，未来有进一步好转可能，且
市场对于减产的提前预期和计划会一定程度减轻实际影响，后
续仍对钢材价格持乐观态度。

综合来看，在当前背景不变的情况下，螺纹钢走势或在一
段时间内强于热卷，卷螺差有继续缩小的可能，操作上可尝试
逢低做多螺纹，同时高位轻仓空配热卷。

据工业信息化部统计，全
国8月新接船舶订单量累
计值为4911万载重吨，较
上月增加389万载重吨；8
月造船完工量2626万载重
吨，较上月增加208万载
重吨；8月手持船舶订单
量累计9147万载重吨，较
上月增加181万载重吨；
可见我国船舶行业，订单
累计量显现增加趋势，呈
现一定回暖迹象。



先锋期货钢矿周报 2021年9月26日

铁矿石

港口成交情况（9.24）

港口现货：

全国主港铁矿累计成交147.8万吨，环比上涨46%；本周平均每
日成交139万吨，环比上涨90.6%；本月平均每日成交88.6万吨
，环比下降7.2%。

远期现货：

累计成交195吨，环比上涨134.9%；本周平均每日成交119万吨
，环比上涨91.2%；本月平均每日成交75.9万吨，环比上涨
40.8%；

据钢联数据统计，共调研的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69.92%，环
比上周下降1.95%，同比去年下降19.14%。

近期观点：

暂时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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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铁矿石港口价格及周度变化（9.20-9.26）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供应：本期 Mysteel 澳大利亚巴西 19 港铁矿石发运总量
2688.7万吨，环比增加109.2 万吨。中国 45 到港量2209.7万
吨，环比减少183.8万吨。

需求：Mysteel调研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69.92%，环比上周下
降1.95%，同比去年下降19.14%；日均铁水产量218.43万吨，
环比下降4.48万吨，同比下降30.95万吨。

库存：本周Mysteel统计中国45港铁矿石库存总量12857.22万
吨，环比降库118.52万吨。日均疏港量281.8万吨，环比增
7.57万吨。目前在港船舶数194条增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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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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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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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情况

据钢联数据，截至9月24日
，全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
总量为10271.6万吨，环比
减少77.04万吨；当前样本
钢厂的进口矿日耗为267.27
万吨，环比减少6.09万吨，
库存消费比38.43，环比增
加0.57。

铁矿石期货交割利润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进口铁矿石钢厂利润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截止周五，青岛港PB粉即期进口利润30.3元/吨，环比增加23元/
吨；青岛港卡粉即期进口利润114.34元/吨，环比增加1.62元/吨
；青岛港PB块即期进口利润71.32元/吨，环比下降31.31元/吨。
河北地区钢厂螺纹吨钢毛利润840.69元/吨，环比增加64.13元/
吨，废钢与铁水价差375元/吨，环比收窄7.8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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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运情况

澳大利亚、巴西发运小幅增加本期Mysteel澳大利亚巴西19
港铁矿石发运总量2688.7万吨，环比增加109.2万吨。澳洲泊位
检修减少，发运量环比增加105.6万吨至1954.0万吨，高于今年
周均202.2万吨；巴西发运量环比增加3.6万吨至734.7万吨。具
体到矿山，力拓发运量环比增加169.7万吨至790.6万吨，处于今
年次高位，FMG发运量环比增加56.2万吨，VALE发运量环比增加
38.1万吨，BHP发运量高位回落76.9万吨，其他中小型矿山有所
减量。

到港情况

Mysteel中国45港口到港量2209.7万吨，环比减少183.8万吨
。其中澳矿到港量1407.4万吨，环比减少210.9万吨；巴西矿到
港量环比增加1.5万吨至481.0万吨；非主流矿到港量环比增加
25.6万吨至321.3万吨。

港口库存情况

本周Mysteel统计中国45港铁矿石库存总量12857.22万吨，
环比降库118.52万吨。日均疏港量281.8万吨，环比增7.57万吨。
目前在港船舶数194条增17条。

随着台风影响的减弱，部分港口出现短期集中性的到港，

导致在港船舶数量回到高位状态，港口库存延续降库趋势。其中
，本周沿江港口到船卸货恢复正常，但区域内疏港也有大幅回升
，因此区域库存仍以降库为主；此外，假期期间唐山地区因大雨
封港，区域内港口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疏港及库存均有较
大幅度的回落。

资料来源：我的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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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澳巴发运节奏近期略有调整，导致发
运存在小幅减量可能，同时铁矿石到港量受船期影响，供应
方面呈现收窄趋势；需求端，持续受到限产，限电等政策加
剧影响，铁水产量依旧存在下探空间，整体需求存在继续走
弱预期，基本面维持供需双降局面。

期货方面，本周铁矿石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深跌后，迎来了
短期反弹。港口库存继续下降，且处于低位，考虑到国庆节
前存在一定补库需求，叠加铁矿石期货经历了长时间的下跌
后，自身也存在一定反弹调整需要，短期铁矿石或将偏强震
荡；

但长期来看，国内限产，双控政策会持续影响相关需求，而
供应维持高位，价格上行驱动持续性不强，或将保持低位震
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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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方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生铁（万吨） 7153 -11.1 60538 0.6

　粗钢（万吨） 8324 -13.2 73302 5.3

　钢材（万吨） 10880 -10.1 91833 7.3

8月 1—8月

绝对量 绝对量

2021年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3%（以下增加
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比2019年同期增长
11.2%，两年平均增长5.4%。从环比看，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上月增长0.31%。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3.1%，两年平均增长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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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12.7%，影响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
约9.44个百分点。其中，采掘
工业价格上涨41.8%，原材料
工业价格上涨18.3%，加工工
业价格上涨8.0%。生活资料价
格上涨0.3%，影响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07个
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9%，衣着价格持平，一般日
用品价格上涨0.1%，耐用消费
品价格下降0.1%。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
属材料类价格上涨26.3%，燃料
动力类价格上涨26.2%，有色金
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21.6%
，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20.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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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50.1%，继续
位于临界点以上，低于上月
0.3个百分点，制造业扩张力
度有所减弱。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
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
产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
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
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
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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