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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材
期现：上海螺纹理计价格4110元/吨，环比+60元/吨；主力期现价差为-431元
/吨，环比上周+10元/吨。
利润：测算螺纹即期利润1107元/吨左右，周环比-13元/吨；电炉利润499元/

吨左右，环比+35元/吨。
供给：剔除淘汰产能部分，高炉产能利用率为86.56%，环比-0.95%，同比-

3.47% 。整体来看，若后续环保放松，各地重新复产，高炉产能利用率将重
新回升；电炉产能利用率58.77%，环比-3.58% ；截止5/20，预估全国日产
粗钢253.42万吨，同比+8.87%，环比+2.65% 。
库存：截止5/20重点企业钢材库存1391.94万吨，旬环比+2.29%，同比
+3.03% 。最新螺纹社会库存为504.22万吨，环比-4.7%，同比+29.3% 。
需求：上海终端线螺采购量目前值30429吨，同比-20.65%，环比-25.25%，
关注后续雨季对需求的影响。
总结：供需仍强，做空暂观望：环保影响，高炉&电炉产能利用率上周有所

回落，供给压力有所缓解；终端需求虽持续，但力度有所放缓，库存进入底
部区间，整体看供需面略强。当前高基差延续，净持仓仍偏多，关注后续环
保动态及南方暴雨雨季对需求影响。技术面螺纹从3500重拾的反弹越过前高
3733，进而延伸了自3163上来的反弹，关注上方3830-3912压力区间。操作
建议：暂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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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矿
期现：62%普氏指数低位震荡，报价65.15美元/干吨，折合518元/吨，环比+3

元/吨 ，期现价差-38元/吨，环比+5元/吨。高低品价差62%-58%为28.38美元/

吨，环比+0.78美元/吨。
供给：澳洲铁矿石发货总量1756.4万吨，环比+5.5万吨，发往中国1507.9万吨，
环比-0.2万吨；巴西铁矿石发货788.5万吨，环比+14.3万吨。从整体走势上看，
预计后续巴西和澳洲的发货将会逐步走高。
库存：上周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15914.6万吨，环比-0.78%，同比+10.31% 。
进口烧结粉矿总库存1986万吨，环比+37.55万吨。大中型钢厂进口矿库存可
用天数25.5天，环比持平。
需求：剔除淘汰产能部分，高炉产能利用率为86.56%，环比-0.95%，同比-

3.47% ；总日耗60.52万吨/天，环比-7.38万吨/天。。
成本端：四大矿山到港成本30-35美金；中小矿山40-50美金；近期海运费回升
明显，巴西-青岛19.75美金/吨，周环比+2.02美金/吨，西澳-青岛8.36美金/吨，
周环比+0.84美金/吨。人民币汇率6.4，澳元兑人民币4.87。

总结：铁矿弱势反弹，等高位空：矿山发货高位，后续到货量将持续走高，
供应压力增大，亦缓解高品结构性问题；需求端受环保干扰，高炉产能利用
率下滑，日耗回落，当前钢厂库存基本正常，继续补库意愿较弱；基差较为
合理，前十净持仓依然为空，整体偏弱。技术上铁矿下跌至449左右开始弱势
反弹，低点有所抬高，关注上方480-500区间压力。操作建议：480-500区间
继续短空，止损建议510。



宏观

银行间7天期质押式回购
加权利率为2.8772%，回
落-0.4%。

流动性：

上周央行净投放2000亿元，
到期5000亿元，净回笼
3000亿元。



钢材

现货价格和期现价差:

环保干扰，现货价格低位
回升。现上海螺纹理计价
格在4110元/吨，环比+60

元/吨，天津螺纹理计3980

元/吨，环比+0元/吨。

期现价差震荡，截止周五
收盘期货价格报3806元/

吨，RB1810的期现价差-

431元/吨，环比上周+10

元/吨。



钢材

钢厂螺纹生产利润:

现货回升，焦炭价格同步
拉涨，利润向下修复，长
流程生产利润即期测算为
1107元/吨左右，周环比
-13元/吨。

废钢价格小涨，华东电
炉成本小幅抬升，但现
货价格回升较多，螺纹
生产利润大幅提高，即
期测算在499元/吨左右，
环比+35元/吨。



钢材

供给:

受环保影响，全国高炉开
工率70.41%，环比-0.41%，

后续随着环保限产的结束，
高炉开工率有望继续回升。

全国高炉产能利用率继续回
升，目前为79.77%，环比-

0.88%。剔除淘汰产能部分，
产能利用率为86.56%，环比
-0.95%，同比-3.47%。整体

来看，随着后续环保限产的
解除，高炉产能利用率将继
续回升。



在高炉、电炉产能利用率回
升的背景下下，粗钢产量继
续创出新高。截止5/20重点
企业粗钢日均产量200.26万
吨，同比+10.13%，环比
+3.05% ；预估全国日产粗钢
253.42万吨，同比+8.87%，
环比+2.65%。

两广地区环保影响电炉开工，
目前53家独立电炉企业开工
率65.95%，环比-0.57%，
产能利用率58.77%，环比-

3.58%。

钢材

供给:



重点钢企厂库呈回升态势。
截止5/20重点企业钢材库
存1391.94万吨，旬环比
+2.29%，同比
+3.03%。

螺纹社会库存仍保持着较
快速度去化，目前504.22

万吨，环比-4.7%，同比
+29.3% ，关注后续雨季高
温对库存去化的影响。

钢材

库存：



终端需求仍在释放，上海终
端线螺采购量回升，目前值
为30429吨，同比
-20.65%，环比-25.25%。

后续终端需求可能受梅雨影
响出现放缓，关注持续性。

钢材

需求：

本周螺纹需求回落，目前
338.8万吨/周，环比-

18.37万吨。



钢材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
面积上周为343.16万平
米环比+18.67%，整体
成交仍在低位。

100大中城市上周土地
成交面积为1331.83万

平方米，环比
+23.05%。

需求：



持仓：

技术分析：螺纹10自3511

的反弹上来破掉3733的前

高，形成一个向上离开中
枢的走势，目前来看尚在
反弹，做空暂观望

钢材

RB1810延续反弹，持仓

一直被多头牢牢掌握，关
注后续持仓变动



62%普氏指数低位震荡，
报价65.15美元/干吨，折
合518元/吨，环比+3元/

吨。

港口61.5%PB粉452元/

吨，折合盘面499元/吨，
环比+3元/吨，9月主力
合约期现价差为-38元/

吨，环比+5元/吨。

铁矿

现货价格和期现价差：



高低品价差小幅回升，目
前为28.38 美元/吨，环比
+0.78美元/吨

铁矿

价差：

63%的球团溢价为42

美元/吨，环比持
平，62.5%的块矿溢
价为0.19美元/干吨
度，环比持平



铁矿

供给：

澳洲发货量回升至高位。
目前澳洲铁矿石发货总量
为1756.4万吨，环比+5.5

万吨，发往中国1507.9万
吨，环比-0.2万吨。

巴西铁矿石发货较往年同
期处于高位，目前总量为
788.5万吨，环比+14.3万

吨。从整体走势上看，预
计后续巴西和澳洲的发货
将会逐步走高。



5月28日至6月3日，中国

北方六大港口到港回落，
目前总量为826.3万吨，环
比-235.8万吨，随着国外

矿山发货的逐步回升，后
续铁矿到港会逐步增多。

铁矿

供给：



港口库存高位徘徊，主要
港口铁矿石库存略有回落。
目前为15914.6万吨，环
比-0.78%，同比+10.31%。

铁矿

库存：

目前钢厂进口烧结粉矿
的总库存为1986万吨，
环比+37.55万吨



邯邢、唐山、南方、山东
地区钢厂进口矿库存有所
上升，山西地区进口矿库
存有所下滑，沿江保持稳
定。

铁矿

随着高炉产能利用率走
高，大中型钢厂进口矿平
均库存可用天数回升至正
常偏低水平，目前为25.5

天，环比持平。



目前铁矿石45港日均疏
港量为275.52万吨，环
比-10.33万吨/天

需求：

铁矿

受环保干扰进口烧结粉
矿总日耗水平回落，目
前为60.52万吨/天，环
比-7.38万吨/天。



成本端：

随着铁矿石发货回升，
BDI,BCI指数低位回升，
目前BDI报1391，周环比
+235，BCI报2151，周
环比+549。

铁矿

图巴朗至青岛海运费为
19.75美金/吨，周环比
+2.02美金/吨，西澳-青岛
海运费8.36美金/吨，周环
比+0.84美金/吨。



铁矿

持仓：从I1809前十净持

仓来看，目前空方力量有
所缩小，关注后续持仓能
否转多

技术分析：30分钟k线铁
矿自449左右开始弱势反

弹，低点抬高，关注上
方480-500区间压力



套利跟踪

螺纹跨期套利：10-1价差拉
开，目前为171元/吨，环比
-13元/吨，终端需求释放对

近月支撑更强，叠加远月预
期较差，10-1正套后续仍回

落做多为主，目前暂时观
望。

铁矿跨期套利：9-1价差低
位震荡，目前6元/吨，环比
+0元/吨。相对来说，由于
01上有采暖季限产，相对
较弱，09尚有旺季支撑，
建议后续0以下择机做多9-1

价差。



10卷螺价差：下半年热轧

卷板的需求逐步好转，有利
于卷螺价差回升，季节性来
看也有明显升幅，目前10

卷螺价差130元/吨，环比
-37元/吨。后续回落做多为
主，暂时观望。

10螺矿比：环保发力，螺
矿比走高。目前10螺矿比
8.15，环比+0.05，等环
保减弱后，建议8.3-8.5左

右阶段性做空螺矿比，止
损8.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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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的资料，信达期货有限公司力求准确可靠，
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政状
况或需要。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情况。未经信达期货有
限公司授权许可，任何引用、转载以及向第三方传播本报告的行为均可能承担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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