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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矿：宏观产业政策助力，仍将震荡向上 

一、本期观点 

➢ 房地产韧性非常强，需求表现超季节性，螺纹库存淡季下降； 

➢ 粗钢日产创下新高，螺纹产量出现下降，唐山限产超出预期； 

➢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政策确认转向宽松；宏观悲观预期缓解； 

➢ 矿石供应内外双降，价格底部支撑增强，限产抑制反弹空间。 

二、 基本面情况 

1、 房地产韧性非常强，需求表现超季节性，螺纹库存淡季下降 

6 月份房地产数据依然乐观，除投资增速略有下滑外，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销售面积等

数据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6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速为 9.7%，下降 0.5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

发投资完成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增房地产投资主要集中于三、四线城市，其土地转让费用较

一、二线城市低。1-6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为 11.8%，提升 1.0 个百分点；1-6 月房屋施工面积增

速为 2.5%，提升 0.5 个百分点；1-6 月房屋销售面积增速为 3.3%，提升 0.4 个百分点。房地产新开

工面积和施工面积的增长对建筑钢材需求维持相对高位形成支撑。 

6 月份其他经济数据表现依旧低迷。1-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4%，下降 0.1 个

百分点；6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低于预期 6.5%，降幅较大；1-6 月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6.0%，增速比 1 至 5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18 年以后持续下降；1-6 月基建投资增

速只有 6.96%，提升 1.37 个百分点，但 2017 年全年增速是 15%；6 月社融增加 11816 亿元，较 5

月增加 4180 亿元，但依然处于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从成交量数据来看，7 月份我的钢铁发布的全国建材成交量日均为 18.39 万吨，环比 6 月回升

3.72%；西本新干线监测沪市线螺终端采购量周均为 3.05 万吨，环比 6 月回升 12.54%。成交数据

显现整体需求表现出超季节性，也使得淡季库存始终没有累积。7 月份螺纹社库环比减少 29.24

万吨，厂库减少 29.87 万吨；而去年 7 月螺纹社库环比增加 18.26 万吨，厂库减少 1.6 万吨。库存

数据在淡季表现连续超预期，对螺纹价格的支撑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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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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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Mysteel 网站，光大期货研究所 

2、粗钢日产创下新高，螺纹产量出现下降，唐山限产超出预期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6 月份我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8020 万吨、6588 万吨和 955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7.5%、3.8%和 7.2%；日均产量分别为 267.33 万吨、219.6 万吨和 318.37 万吨，

环比分别增长 2.1%、1.8%和 1.7%，粗钢和生铁日均产量已连续三个月刷新历史新高。尤其是 6

月份全国粗钢年化产量已经高达 9.76 亿吨，说明去年取缔地条钢的供应缺口已完全由合规企业弥

补。但 6 月螺纹的产量还是出现下降。据统计局数据，6 月份我国钢筋产量为 1745.4 万吨，同比

下降 3.9%；1-6 月份我国钢筋产量为 9894.3 万吨，同比增长 6%，表明环保限产对螺纹的产量抑制

作用还是较为明显的。 

7 月份江苏地区限产还没有明显松动，预期中的徐州钢厂复产一再推迟、常州地区限产加码，

同时环保重心又开始转向河北地区，唐山自 7 月 20 日起钢厂高炉限产 20-50%，武安钢厂高炉也

普遍限产 30%左右。而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限产范围在去年基

础上新增了汾渭平原+长三角，覆盖了全国 50%左右的钢铁、60%左右的焦化产能。环保限产导致

市场供应出现收缩预期，是推动螺纹价格上涨的最重要原因。 

从高炉开工率和高炉产能利用率来看，7 月高炉开工率为 70.2%，较上月下降 1.21 个百分点，

7 月份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78.8%，较上月下降 1.0 个百分点。在钢厂长流程炼钢中难以再度增加废

钢比例的情况下，预计 7 月长流程的粗钢、生铁日均产量会小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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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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确认转向宽松，宏观悲观预期缓解 

7 月份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7 月中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经准

备好对 5050 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7 月末美方透出消息，考虑将提高对 2000 亿美元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此前的 10%提高到 25%。8 月 3 日，中国被迫应战，继续反击，拟

对 600 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为了对冲内外部风险，同时也是对前期国内“去杠杆”用力过猛的调整，最近政策面在边际

上不断修正，从宽货币到松信用再到适度宽财政。7 月 23 日的国常会重新定调，积极财政政策

要更加积极，主要体现在保障在建基建项目融资需求，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保障融资平台

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同时，7 月下旬央行进行 5020 亿创纪录 MLF 操作，传央行已下调 MPA 中

的结构性参数。7 月 31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

大作用，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可见 7 月 23 日召开的国常会确定的财政

政策要更加积极以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均得到政治局会议的确认，后期基建投资增速有望企

稳回升。同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要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决遏制房价上涨。房

地产调控政策仍可能继续加码，房地产投资增速后期将有一定的下行压力。 

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战升级利空整体商品，但宏观政策宽松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利多螺纹。相对

来看，螺纹作为国内定价的品种，受国内政策以及环保影响更大。 

4、矿石供应内外双降，价格底部支撑增强，限产抑制反弹空间 

铁矿石供给方面，6 月我国进口铁矿石 8324 万吨，环比下降 11.6%，同比下降 12.1%；1-6 月

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 53069 万吨，同比下降 1.6%；6 月份我国铁矿石原矿产量 6550.2 万吨，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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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0.3%；1-6 月累计产量 38822.1 万吨，同比下降 1.6%。7 月份巴西和澳洲发货量一共为 2042

万吨，较上月减少 299 万吨；7 月北方到港量为 1018 万吨，较上月减少 67 万吨。最新铁矿石港口

库存为 15410 万吨，较上月减少 169 万吨，其中澳洲矿为 9890 万吨，较上月减少 31 万吨，巴西

矿为 2408 万吨，较上月减少 247 万吨。整体上看，7 月份铁矿石供应内外双降，不过港口铁矿石

库存依然维持在相对高于，中高品矿供给充足。 

铁矿石需求方面，7 月份铁矿石港口日均疏港量平均水平为 276 万吨，较上月小幅下降。7

月高炉开工率为 70.2%，较上月下降 1.21 个百分点，7 月份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78.8%，较上月下降

1.0 个百分点，在当前环保限产政策不断加码的情况下，铁矿石需求或已见顶。 

进口利润方面，当前除了个别铁矿石品种尚有进口利润，大部分铁矿石品种进口利润为负。

我们认为倒挂将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每吨亏损 20 元左右或是能接受的水平，但如果亏损幅度过

大，或导致部分资源的减少。 

溢价与价差方面，因环保政策的影响，国内铁精粉产量下降和烧结矿及石灰石供给量减少、

焦炭价格走高，导致低铝的巴西矿、块矿、球团受到钢厂偏爱，卡粉、BRBF 溢价走高，块粉价

差、高低、高中品位铁矿石价差持续扩大。后期看，环保政策趋严，国内铁精粉、烧结矿、石灰

石供给量难以大幅增加及焦炭价格看多，卡粉、BRBF 溢价及块粉价差、高低、高中品位铁矿石

价差或仍将维持高位。 

其他方面，巴西至青岛铁矿石运输成本为 24.10 美元/吨，较上月增加 3.336 美元/吨；西澳至

青岛铁矿石运输成本为 10 美金/吨，较上月增加 2.841 美元/吨。当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6.8236，

较上月增加 0.2038。铁矿石国际运输成本的增加及人民币的贬值，导致铁矿石到岸成本增加，抬

高了铁矿石价格的震荡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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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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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7 月，螺纹整体强势上涨，连创新高，环保限产题材持续发酵，江苏、河北、汾渭平原

等钢铁主产区限产力度不断加码，是推动价格螺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升

级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国内货币及财政政策宽松双管齐下，多地基建重点项工加码，市场宏

观悲观预期缓解。产业层面目前螺纹供需关系依然非常健康，唐山限产已正式实施，对钢厂生产

影响逐步加大，市场成交及出库量仍有超季节性的表现，社会库存维持低位，钢厂更是没有库存

压力，挺价信心充足。预计 8 月螺纹走势仍将震荡向上。 

铁矿石方面，7 月份铁矿石价格小幅上涨，整体仍未走出区间震荡趋势。在当下高品矿溢价

高企以及新到 PB 粉资源质量改善的背景下，部分钢厂调整了入炉配比，加大了对 PB 粉的采购，

PB 粉价格及成交量回升，也带动金步巴粉价格小幅上涨，对盘面走势形成提振。同时，近期宏观

层面释放宽松信号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对铁矿石价格底部支撑增强。不过在环保限产抑制高炉

开工率的情况下，铁矿石需求仍有减弱压力，且在铁矿石价格上涨后，金布巴、RTX 等品种都已

经有了交割利润，预计铁矿石价格反弹空间有限，8 月仍以区间震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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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营业部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30 号期货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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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