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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矿：多空交织 偏弱震荡 

一、本期观点 

➢ 经济增长驱动不足，宏观悲观预期强烈，库存拐点已经出现； 

➢ 粗钢日产再创新高，环保题材持续发酵，供应扰动因素加大； 

➢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内政策出现微调，加剧市场心态波动； 

➢ 铁矿石结构性问题仍存，供需出现一定改善，整体表现或强于螺纹。 

二、 基本面情况 

1、 经济增长驱动不足，宏观悲观预期强烈，库存拐点已经出现 

5 月房地产各项数据确实超预期好，除投资增速略有下滑外，分项新开工、土地购置、销售

和资金来源等数据全面向好。1-5 月地产投资累计增速 10.2%，下降 0.1 个百分点，5 月单月增速

9.8%，下降 0.4 个百分点；1-5 月，施工累计增速 2.0%，提升 0.4 个百分点；新开工增速 10.8%，

提升 3.5 个百分点；土地购置面积增速 2.1%，提升 4.2 个百分点；销售面积增速 2.9%，提升 1.6

个百分点；资金来源累计增速 5.1%，提升 3.0 个百分点。 

不过相对于地产表现的超预期，5 月份其他经济数据表现均较为低迷，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

挑战增多，特别是内需下降值得重视，宏观层面悲观预期加重。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8.5%，创 2003 年 5 月以来的最低；5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低于预期和前

期的 7%；1-5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增速比 1 至 4 月份回落 0.9 个百分点，再创 2000 年

以来的新低；5 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3.2%，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1-5 月基建投资增速只有 5.0%，

而 2017 年全年增速是 15%，今年 1-4 月增速是 7.6%。此外，受表外融资收缩影响，5 月社融仅增

加 7608 亿元，为 39 年来同期最低。 

从库存情况来看，在端午节后社会库存结束了此前 14 周的下降趋势，转而出现上升，至今

已连续两周出现上升。由于春节较晚以及资金紧张的原因，今年工地开工比往年晚一个月左右，

对应的需求淡季可能也要推迟一个月左右到来，预计 7 月份市场将面临需求明显减弱的压力。随

着需求逐步走弱以及供应回升，库存流畅下降的阶段或已经过去，后面 7-8 月份都可能处于库存

在反复中逐步攀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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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沪市终端线螺成交量（万吨）    图表 2：Mysteel 口径 35 城市五大钢材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 Mysteel 网站，光大期货研究所 

2、粗钢日产再创新高，环保题材持续发酵，供应扰动因素加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5 月份我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8113 万吨、6689 万吨和 9707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8.9%、增长 4%和增长 10.8%；日均产量分别为 261.71 万吨、215.77 万吨和

313.13 万吨，日均环比分别增长 2.4%、增长 2.6%和增长 1.8%。5 月份我国粗钢日均产量均再创历

史新高，不拿去年同期还有地条钢的数据相比，拿和去年 9 月既没有地条钢、又没有采暖季限产

的数据相比，日均产量也增加 20 万吨以上，充分说明今年粗钢实际产量增长明显，后期供应压力

隐忧依然较大。 

当前钢厂的高炉产能利用率已处于高位，对于后期产量方面的变量因素我认为主要在电炉。

目前国内共有电炉钢产能约 1.4 亿吨，预计今年电炉钢的产量在 0.95-1 亿吨之间，其中螺纹钢产

量占比达到 80%左右，2018 年全年电炉钢新增产能约 2700 万吨，其中在下半年投产约 2000 万吨。

后期如果钢厂利润不大幅收缩，或者环保限产不出现再超预期的情况，粗钢产量依然会有增长空

间。 

从环保情况来看，从 5 月 29 日史上最高规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以来，环保限产从中

央到地方不断发力，对整体黑色商品走势也形成了较大提振。6 月 8 日，生态环保部党组书记、

部长李干杰在 2018—2019 年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启动视频会上讲话指出，全国生态

环境部门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中央确定的重大任务，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

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三年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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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交一份合格答卷。中央已经定调今年环保问题是政治问题，后期的环保整治

力度我认为只会加码不会放松，对钢铁企业生产也将会持续形成影响。6 月下旬环保限产事件再

次发酵，沙钢被曝光“百万吨钢渣弃置江边，威胁长江水生态环境安全”，丹阳龙江钢厂全部停

产，以及芜湖、镇江等地也有钢厂环保限产，使得市场对供应端仍有较强的收缩预期。 

图表 3：Mysteel 口径样本钢厂周产量（万吨）           图表 4：Mysteel 口径样本钢厂厂内建材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wind，Mysteel 网站，光大期货研究所 

3、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内政策出现微调，加剧市场心态波动 

6 月份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升级， 6 月 15 日美国宣布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将对 500 亿美

元中国商品加征 25%的关税。中国立即对等反击，国务院对原产于美国 5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关

税。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准备加征 10%关税的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并且威胁称，如果

中国进行对等报复，美国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至此，中美贸

易摩擦已基本升级为贸易战，且至今看没有调和迹象。6 月 27 日，美国特朗普总统决定“不对

中国投资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引起黑色系期货一度大幅反弹，但此次特朗普表态针对的是 3 月 

22 日的“美国财政部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美国企业的出台方案”，并不是针对“对华进口 500 亿

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出现缓解迹象。随着 7 月 6 日美国将对从中国进

口的约 340 亿美元的商品正式加征关税，市场担忧情绪或将会再次升温，后期中美贸易战的激烈

程度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值得重视。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将会促使国内通过采取扩大内需、放松货币政策等措施来对冲风险、

稳定经济。如在本月美联储加息后，中国央行并没有如市场预期那样跟随加息，相反启动了年内

第三次降准，三次降准累计净释放资金约 1.4 万亿 元，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对钢价走势

也将形成一定提振。6 月 27 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 2018 年二季度例会，其中关于流动性表

述的变化也正式从一季度的“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变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确认了货币

政策转向适度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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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铁矿石结构性问题仍存，供需出现一定改善，整体表现或强于螺纹。 

6 月铁矿石盘面价格整体呈现震荡态势，前半个月价格震荡上行，月中受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性升级带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铁矿石盘面出现大幅下跌，而后随着铁矿石基本面边

际改善及人民币连续贬值，盘面价格逐步回调至月中水平。 

当前铁矿石结构性问题仍存在，低铝高硅的巴西粉矿及块矿依然受到市场青睐。块矿及高品

矿溢价持续走高。巴西矿近期到港资源小幅增加，港口巴西矿库存近两个月来首次小幅攀升 16.01

万吨至 2655.72 万吨。总体港口到货量短期内将有所增加。本月港口库存前三周稳定回落，本周

因日均疏港量大幅下降 11.56 万吨至 269.95 万吨导致库存小幅增加 91 万吨至 1.56 亿吨。 

据了解澳洲矿山近期由于 PB、纽曼粉质量下降，销售遇到较大压力，决定将其中配矿 RTX-F

单独筛选出销售，PB 粉矿品质将得到改善，钢厂对 PB 粉矿的需求量有望增加。而钢厂对于金布

巴粉的需求将进一步减少，后期将导致以金布巴定价的连铁利空。 

需求方面，本月钢厂高炉开工率、产能利用率及日均铁水产量持续下降。近期江苏、安徽等

地环保及检修限产增加，华北地区受环保因素影响烧结炉及竖炉频繁被限产。七月也是传统的淡

季，需求将有所减弱。传言徐州地区钢厂将于七月第二周复产，以及近期人民币持续贬值及国际

油价的上涨，或将对盘面价格有一定支撑。整体来看，7 月份铁矿石市场或将反复震荡，整体表

现有望略强于螺纹。 

图表 5：Mysteel 口径 45 个港口铁矿石库存（万吨）   图表 6：Mysteel 口径 45 个港口铁矿石日均疏港量（万吨） 

   

 

三、 结论 

回顾 6 月，螺纹市场整体呈现先扬后抑再涨的走势，全月最高价为 6 月 15 日的 3910 元，最

低价为 6 月 26 日的 3663 元，6 月 29 日收盘价格为 3807 元，较上月末上涨 111 元，基本符合上月

月报提出的“预计 6 月螺纹将在纠结中震荡上行”判断。 

展望 7 月，螺纹面临的宏观及产业环境多空交织，市场整体或将偏弱震荡。宏观层面国开行

棚改政策货币化安置比例变化，多地信用债违约事件频发，以及 7 月 6 日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

约 34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对市场的影响要引起重视。产业层面环保仍是最重要的支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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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以及生态环境部启动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对区域钢厂

生产仍将形成抑制，预期中的徐州复产一再推迟，反而华东部分地区由于环保加码限产范围反而

扩大。考虑到当前环保限产扰动因素较强、库存依然处于低位的现状，预计 7 月中旬前现货价格

不会有太大压力，期货盘面在贴水幅度巨大的情况下或仍将偏强震荡。不过当前市场矛盾正在逐

步累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南方高温梅雨季节需求减弱，江苏徐州

等地钢厂将逐步恢复生产，预计 7 月中旬后市场将存在较大的回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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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 室（450000） 

负责人：江颖             Email：zz@ebfcn.com.cn 

电话：0371-65612257      传真：0371-65612515 

福建 福州营业部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92号华源大厦15层1503

室（350003） 

负责人：陈忠             Email：fz@ebfcn.com.cn 

电话：0591-87875129      传真：0591-87875119 

湖南 长沙营业部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 469 号湖南新闻大厦 8 楼 C1、

C2（410005） 

负责人：蔡新军           Email：cs@ebfcn.com.cn 

电话 : 0731-82906095     传真：0731-82906095 

天津 天津营业部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76 号富裕中心 2 号楼 17 层

1701-A (300202) 

负责人：李茂兴           Email：tj@ebfcn.com.cn 

电话：022-28246097      传真：022-58780708 

江苏 南京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66号明星国际8楼 801

室（210008）  

负责人：车勇            Email：nj@ebfcn.com.cn 

电话：025-83122055     传真：025-83122059 

江苏 苏州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苏惠路 98 号国检大厦 1208 室 

（215021） 

负责人：陈俊生       Email：suzhou@ebfcn.com.cn

电话：0512-67634659     传真：0512-67634659 

陕西 陕西分公司 

高新区丈八四路 20 号神州数码西安科技园 5 号楼 20

层 D 室（710077） 

负责人：杜伟            Email：xa@ebfcn.com.cn 

电话：029-89521288     传真：029-89521669 

湖北 武汉营业部 

武汉市武昌区张之洞路 224 号紫阳大厦 10 层（光大

银行紫阳支行楼上）（430060） 

负责人：王涛             Email：wh@ebfcn.com.cn 

电话：027-88312095      传真：027-88312078 

广西 南宁营业部 

广西南宁市金湖路 59 号地王国际商会中心 48 楼 K 区

（530000） 

负责人：巫有鹏          Email：nn@ebfcn.com.cn 

电话：0771-2862803     传真：0771-2862803 

四川 成都营业部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路 7 号保利中心南塔 905

室（910042） 

负责人：黄伟             Email：cd@ebfcn.com.cn 

电话：028-96032888      传真：028-96032668 

海南 海口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63 号仙乐花园 B 座商场 1 层

（570000） 

负责人：王宇            Email：hk@ebfcn.com.cn 

电话：0898-68508658    传真：0898-68507658 

吉林 长春营业部 

吉林省长春路朝阳区解放大街 2677号光大大厦 15楼

1511、1513、1515（130061） 

负责人：袁连民          Email：cc@ebfcn.com.cn 

电话：0431-88405567    传真：0431-88405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