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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一周市场回顾与展望 

一、 结论回顾与预测 

本周观点： 弱势盘整 

1、钢价上涨需有新动力，本周价格弱势盘整为主； 

2、钢厂达产率悄然上升，虽不至于产生明显库存压力，但继续大幅拉涨的可能性却被减弱 

3、原材料价格企稳之前，现货成本支撑力度不够； 

4、 “两会”后对环保等问题的重点关注，“环保限产”以及产能淘汰成热点，但本周环保

事件的作用预计有所减弱。 

上周观点：上涨(上周 Myspic综合指数报 96.22 点，较上一周大涨 2.62%，符合预期)。 

 

二、 宏观市场回顾与展望 

指标/

其他 
主要内容 表现 

汇丰

PMI 

3 月汇丰中国制造业 PMI 初值 49.2，预期 50.5，前值 50.7；在 3 月传统开

工旺季重回枯荣线之下，表明中国制造业在 3 月轻微恶化。分项数据中，

产出指数为 50.8，创 2 个月新低，低于 2 月的 51.7。新订单指数跌至 49.3，

同样为 11 个月新低。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滑，但跌速减缓。就

业指数跌幅较大。 

利空 

工业 

从价格看，产品出厂价格下降使利润明显减少。虽然主营业务成本减少约

5640 亿元，但因主营业务收入减少得更多，约 7330 亿元，两者相抵，工

业利润净减少约 1690亿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 62.6%，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下降 74.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10.8%，专用设备制造

业下降 1.1%，汽车制造业下降 5.4%，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由同

期盈利转为亏损。    

利空 

钢企 

2014 年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共计 35882.07 亿元，同比下降

2.98%，实现利润达 304.44 亿元，增长 40.35%；累计亏损面 14.77%，同比

下降 4.55 个百分点；亏损额 117.47 亿元，同比下降 8.02%；销售利润率为

0.85%，同比提高 0.26%｡企业主营业务保持盈利态势,但盈利水平依然低下｡ 

中性 

污水

处理 

除了大气污染防治，今年在环境保护领域，水污染防治也是重头戏之一。 

  未来污水处理的目标任务。 

一是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到 2015 年，预计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

4200 万吨，新建绿化管网 16 万公里，基本实现每个县和重点建制镇具备

污水处理能力。到 2020 年，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污水管网覆盖率要达到

70%以上。 

二是升级改造污水处理设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市场重点应该放在提标改

造上，目前提标改造只完成了 30%左右，市场空间还很大。” 

此外，还要推动再生水回用，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

强化处理设施的运营管理。 

由此可见，水污染防治的路径已经非常明确，设施建设将是最先发展，也

是环保产业中最先受益的一环。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预测，“十三五”期间，水环境保护产品及

设备的增速在 15%至 20%左右，水环境服务业的增速在 30%至 40%左右。 

利多 

国土 3 月 27 日，国土部和住建部联合出台了《优化 2015 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 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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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

住建

部 

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 

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要求： 

一是有供、有限，合理安排住房和其用地供应规模 

（针对三、四线城市，对住房供应明显偏多、在建住宅用地规模过大的地

区减少住宅用地供应量直至暂停计划供应） 

二是优化住房供应套型，促进用地结构调整 

（立足市场实际，在不改变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等必要规划条件的前提下，

允许对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住房户型做出调整，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 

三是多措并举，统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四是部门联动，加大市场秩序和供应实施监督力度 

从四条举措来看，新政重在通过调整结构来去化库存、降低风险，也体现

出行政手段的进一步退出。 

博鳌 

今年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做主旨演讲，

他用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这五个关键词形

容了中国经济，并且指出现在增长 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 

论坛开幕当天，包括俄罗斯、丹麦、荷兰和巴西格鲁吉亚等国决定申请加

入亚投行，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 42个。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 ，战略涵盖 26个国家和地区，将产生 21

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突

破点，带动中国制造的升级与创新。 

时下最热的“互联网+”概念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工信部表示，今年的主要

任务是推动“互联网+”制造业发展。 

房地产方面：林毅夫：四万亿导致房地产泡沫  这与银行管理体制有关，

IMF副总裁朱民表示：去年新房积压 10 亿平米，调整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

要到 2018年才会回到正常的水平。 

日央行副行长：量化宽松带来的良性循环开始出现 

美国前商务部部长：美 6—9月可能加息 

中性 

 

一、 每周钢材市场分析 

（一） 上周钢材各品种情况：  

1. 钢材总体情况：螺纹钢市场价格仍保持相对强势，但周中福州、北京、天津、成都出现

冲高回落，价格上涨过快终端采购转弱是主要原因。焊管行情走势与螺纹钢类似，上周

在需求恢复的支撑下快速反弹，本周仍保持偏强走势。冷系品种弱势延续，需求恢复较

慢、毛利相对较大是压制价格反弹的主要原因，不过据市场反馈来看，由于冷系品种节

后下跌持续时间较长跌幅较大，下周有望止跌回稳。周初拉涨明显，但高价位成交不畅，

周末开始出现回调。 铁矿石港口库存量为 10013万吨，环比增 94万吨；唐山钢坯库存

114.2万吨，环比降 23.1万吨；成品材市场库存继续下降，总库存 1522万吨，环比下

降 2%；全国高炉开工率为 83.84%，环比下降 1.1%。 

2. 建筑钢材： 上周国内建筑钢材市场全线反弹。究其原因来看，“两会”期间，随着柴静

纪录片《穹顶之下》的播出，环境污染的问题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而做为“两高一资”

的钢铁行业则是首当其冲，山东、山西等地相继有钢厂曝出钢厂环保限产、停产的事件，

同时本周江苏更是推出对部分钢铁企业上调电费计划。可见政府正通过一系列手段调控

过剩产能，后期市场供应压力或有所缓解，但随着上周铁矿石价格的不断下滑，国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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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钢材仍存在“成本蹋陷”的可能，预计本周市场市场价格仍会有所反复。 

3. 热轧板卷：上周热轧板卷市场价格先扬后抑，整体趋势为走强。受河北环保影响，北方

市场受此消息刺激大幅拉涨价格，带动全国市场各品种走强。但是随着价格逐渐拉高，

超出终端承受范围后，成交遇阻，市场价格冲高回落。总体看，市场正处于回调过程中，

热卷价格前期拉涨幅度过大，北方市场价格将继续回落，而其余市场跟涨较慢，视成交

情况可能会呈现小幅震荡。综合来看，预计本周全国热卷市场将继续震荡整理。 

4. 冷轧板卷： 上周国内冷轧市场跌幅明显缩小，个别城市小幅反弹，市场成交一般上周

个别城市止跌企稳，甚至局部反弹，但是考虑到下游需求方面始终不温不火，预计本周

国内冷轧市场继续盘整趋弱。 

5. 中厚板：上周国内中厚板市场均价明显上涨，其中华北、中南、华东等部分城市中厚板

价格涨幅较大，上涨幅度在 50-110 元/吨不等，乌鲁木齐市场价格下跌 80 元/吨。上周

初，受环保消息及坯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北方市场价格出现大幅拉涨，前半周市场

需求有所释放，商家成交情况普遍好转，不过随着价格的逐渐推高，下游用户接受比较

困难，随着坯料价格及期货市场的回落，市场观望情绪加重，下游采购在前期提前释放

后，也逐渐趋于疲软，市场成交量明显减少，导致北方市场价格再度回落，而南方市场

前期上涨幅度相对较小，因此回调的幅度也不大。目前北方钢厂文丰、普阳锁单价格在

243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00 元/吨。预计后期国内中厚板现货价格盘整运行为主。 

（二） 上周原料各品种情况：  

1. 国产矿: 上周国产矿市场弱势运行，周初受北京建材大幅调价影响，市场心态略有好转，

贸易商欲借此波上涨出货，但钢材涨价背后孕育着环保减产的影响，对铁矿石的需求看

跌，周中开始便展开了一轮小幅的跌势，国产矿主流地区普遍下跌 5-10 元。钢厂采购

依然不景气，需求减少迫使更多矿山减产停产，复工情况不乐观。唐山遵化地区 66%铁

精粉湿基不含税出厂价 470-490 元/吨，较上周跌了 10 元/吨；承德 65%铁精粉干基含

税现金出厂价 540 元/吨，较上周跌了 15 元/吨；邯邢局 66%碱性铁精粉干基不含税价

547 元/吨；武安 64%碱性铁精粉湿基不含税出厂 475-480 元/吨；山西代县 65%铁精粉

湿基不含税出厂 470-480 元/吨。本周东北地区铁精粉市场平稳运行，钢厂采购积极性

不高，市场成交清淡。 

2. 进口矿：上周进口矿远期现货前期盘整，周中开始加速下跌，逐步探底；港口现货相对

稳定，粉块价差缩窄，受累于远期现货价格下滑，总体成交不畅。周初，收到前一周周

末北京建材价格疯涨影响，铁矿石市场似有跟涨之势，然而由于建材上涨主因为钢材减

产，压制铁矿石需求，实际利空铁矿，市场早盘探涨之后随后处于盘整阶段，随着周中

钢坯价格支撑力不足下跌之后，羸弱的矿石支撑破 55 美元/吨大关，大有向 50 美元/

吨继续探底之势，市场心态偏弱，临近周末交投冷清，然实盘需求仍在，钢厂贸易商似

有抄底打算。从本周调查的163家钢厂高炉检修情况可见，目前炉开工率83.84%减1.1%；

产能利用率 86.39%减 1.59%；盈利钢厂 38.65%增 19.63%，受周初钢材价格上扬，盈利

钢厂数量增幅明显，然而周中的弱势使得其增量幅度受限，在新增检修的钢厂中，环保

因素影响力正逐步增强。钢厂铁矿石需求总体偏弱，加之港口钢厂提货速度偏低，利空

港口现货市场，预计本周市场弱稳。 

3. 生铁：上周国内生铁市场仍然处于弱势格局，反弹动力不足，市场成交有所好转好转。

上周炼钢生铁价格多数地区持稳运行，山西地区在供需关系改善的情况下，铁价小幅反

弹，目前大部分地区厂家生产积极性不高，库存偏低，从上下游市场看，原料价格仍处

于单边下行态势，钢坯价格依旧震荡运行，成本以及需求均无好转的情况下，炼钢生铁

市场仍难摆脱弱势。就目前情况看，本周国内生铁市场预计仍将弱势运行，市场多变，

需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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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废钢： 上周，国内废钢市场各地表现不一，受钢坯、建材强劲反弹提振，多地废钢市

场价格出现上涨，小钢厂反应迅速，部分主流钢厂则滞后回落。贸易商观望情绪浓厚，

部分业者趁上涨时机积极出货，整体成交一般。预计本周国内废钢市场将窄幅盘整。 

5. 炼焦煤：上周国内炼焦煤市场持续弱势运行，焦炭矿石价格延续下跌行情，加重煤焦后

期看空走势，煤企场内库存高位，市场成交寥寥。地方煤企多有增加产能降成本情况出

现，导致场内库存积压，供需矛盾加大。个别煤企降价后挺价意愿较强，部分煤企尚未

出台新调价动作，但已传出下月降价消息有待核实。从品种来看，因受环保限制，焦钢

企业采购品种对于硫份要求较高，导致高硫品种销售困难，因此价格降幅较大，低硫主

焦煤价格相对坚挺。鉴于当前供需方面对炼焦煤市场走势不利影响居多，短期炼焦煤市

场看空主导。 

6. 焦炭：上周焦炭市场弱势未改，各地区价格均出现下跌，幅度在 30-50元左右，市场整

体成交情况一般。目前焦化厂库存处于偏高的位置，开工率有所下降，市场心态较为悲

观。港口方面，库存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目前港口焦炭总库存 295.8 万吨，较上周增加

26.8 万吨。外贸方面，询盘较多，但价格较低，成交一般。鉴于目前钢材处于较为疲

软的状态，且焦化厂焦炭库存较高，去库存压力较大，预计本周部分地区焦炭价格将会

继续下跌，但是空间有限。  

7. 钢坯: 上周唐山钢坯价格大幅震荡运行。上上周末唐山钢坯平稳运行，同时北京建材上

演“疯狂上涨”的大戏，周一周二两天，钢坯在北京建材的带领下大幅上涨 100 元/吨，

最高报 2160 元/吨，只可惜好景不长，周三周四两天便跌回原形，这四天价格有如坐过

山车一般，今日成交回暖，钢坯价格小幅上扬，现报价 2080 元/吨，较上上周五涨 20

元/吨。上周钢坯价格的大涨大落，根本原因在于环保炒作，此前有谣言称因为申奥，

部分钢厂将停产检修，于是北京建材大幅拉涨，之后几天，各个品种也争相上涨，不过

大幅拉涨的背后是成交的惨淡，导致钢坯价格最终回落至正常水平。近期来看，经历这

次过山车后，钢坯价格趋于理性，随着需求的进一步提升，钢坯价格还是有望继续上扬。 

（三） 深度分析： 

1. 期螺走势先扬后抑：本周期螺主力 1510 合约周一大幅拉高后弱势回调，持仓量本周增

加约 40万手，但中信、永安、银河、国泰君安、海通五家主要机构多单锐减 10万手以

上，短期市场偏空氛围较浓。从期现基差来看，本周螺纹和热卷期货现货价差大幅缩小，

螺纹钢现货与期货价格趋近，热卷现货由贴水转为升水，期货价格调整到位后相对现货

偏弱的走势有望改变，不过由于前期对期货直接推涨的环保、库存、钢厂低开工率等利

好预期均有所消化，而现货面震荡偏强的走势也可能托底期货，因此下周主要机构可能

仍有较大分歧，走势预计保持宽幅震荡。 

2. 全国高炉开工率情况： 本周 Mysteel调查的 163家钢厂，其中 56家钢厂高炉检修，较

上周增加 1家；高炉开工率 83.84%，较上周减少 1.1%；产能利用率 86.39%较上周减少

1.59%；检修容积 102970m³，较上周增加 12040m³；检修影响日均铁水 23.81万吨，增

加 2.01万吨；检修限产合计影响日均铁水 24.91万吨，增加 2.11万吨；38.65%钢厂盈

利，较上周增加 19.63%，盈利钢厂增幅受限，环保因素影响力增强。本周唐山地区在

统高炉中有 19座检修（含停产），检修高炉容积合计 12130m³，周比下降 1710m³，产能

利用率 91.34%，周比上升 1.3%。本周高炉检修影响产量合计约 22.33 万吨，占正常产

量约 8.66%。 

3. 钢厂盈利情况：本周因现货市场整体继续上行，螺纹钢、热轧、中厚板盈利情况继续好

转，冷轧盈利空间略有下降：具体来看，本周螺纹钢生产止亏，盈利空间为 18元/吨，

较上周五回升 36 元/吨；3.0热轧盈利空间为-38元/吨，较上周回升 49元/吨；中厚板

盈利空间为-150 元/吨，较上周回升 56元/吨；冷轧盈利空间为 63元/吨，较上周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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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元/吨，总体来看除冷轧外，热轧和中厚板仍处于亏损状态。 

（四） 近期煤焦市场总结及后市预判 

1. 近期行业市场及煤焦市场概况： 

a)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2 月全国焦炭产量为 7417 万吨，同比下降 2.8%。1-2 月

份焦炭产量同比降幅创去年 6 月份以来的新高，较去年 12月份焦炭产量降幅明显

扩大，下降了 3.9个百分点。 

b) 虽然生铁产量增速和 GDP增速正相关，但生铁产量增速相对 GDP 增速波动性较大，

主要受新增产能、淘汰落后、进出口等行业内部因素影响。虽然焦炭价格整体将下

跌，但 2015 年焦炭价格反弹上涨的机会仍不可忽视。 

c) 港口情况：截止 3月 27日，国内主要港口进口炼焦煤库存总量为 654.2 万吨，其

中京唐港 245 万吨；青岛港 107万吨；日照港 109.2万吨；防城港 168万吨；天津

港 24万吨；连云港 4万吨。 

d) 港口成交情况：国外的矿企为了缩减运营成本，现在发往中国的焦煤都省去了中间

环节，直接对口焦企和钢企。之前蒙古国的煤矿企业销往中国的焦煤都是在中国洗

选，并且有中间贸易商环节，但随着焦煤价格的持续下跌，这些企业不得不调整销

售方式。以北方京唐港为例，因行情持续低迷，日均疏港量仅 3 万吨左右，较行情

好的时候减少了 4、5万吨左右。港口炼焦煤市场成交较上周有进一步走弱的趋势，

华北一带焦炭加速下跌更是给炼焦煤市场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 

e) 煤焦价格走势：焦炭矿石价格延续下跌行情，加重煤焦后期看空走势，煤企厂内库

存高位，市场成交寥寥。地方煤企多有增产情况出现，导致厂内库存积压，供需矛

盾加大。个别煤企降价后挺价意愿较强，部分煤企尚未出台新调价动作，但已传出

下月降价消息有待核实。从品种来看，因受环保限制，焦钢企业采购品种对于硫份

要求较高，导致高硫品种销售困难，因此价格降幅较大，低硫主焦煤价格相对坚挺。 

2. 供需矛盾突出 价格战激烈： 

a) 2015年 1-2 月规模以上煤炭采选业利润下降 62.6%；1-2月份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固定资产投资为 147 亿元，同比下降 16.3%，创 2012 年 2 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民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幅度高于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

产投资下滑幅度。全国煤炭行业产能过剩，需求疲软，价格下滑，利润收窄甚至亏

损，煤炭企业经营压力加大，这些都是导致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滑的因素。

为挽回销售颓势，2月份开始，神华、中煤、兖矿等更多煤企纷纷加入降价行列，

或为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后期市场演化势必迫使更多企业亏损停产。 

b) 煤矿从煤质上进行区分，低硫煤矿亏损较轻，但从总体上依旧被其他较差品种煤矿

所拖累，其中主焦煤品种出货价格较有优势(最佳销售煤种），动力煤及高硫焦煤基

本处于亏损经营。山西高硫肥煤半月以来跌幅超 50元/吨。 

c) 行业及政策：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7452.4 亿元，同比下降 4.2%。尽管有所下降，但与上年 12 月份相比，降

幅收窄 3.8个百分点，上年四季度以来利润降幅逐月加大的趋势有所改变。煤炭行

业脱困政策将围绕控制产能和产量继续执行，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大幅降低产量，在

减产和限产的大目标下，预计各地区和主要企业受政策影响。然而各省份经济考核

指标压力下，大型煤企减产尚有有压力。环保有“牙齿”，各地环保工作继续，约

束更强。 

d) 工信部近日发布《焦化行业准入条件》焦炉烟气除尘，煤气脱硫净化，熄焦废水处

理，配套干熄焦装置，焦化厂环保配套要求严格。各地区排查仍在进行，已出现百

家企业勒令停产现象。去库存阶段基本结束，截止上周五，天津港焦炭库存又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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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提升，面对下游需求冷清，长期供大于需的现状来看，焦炭下行压力依旧较大。 

e) 炼焦煤市场地方情况：【华北地区】山西炼焦煤市场持弱运行，煤企库存压力较大，

不少煤企选择增加产能降低成本的方式，因此导致场内库存高企，供大于需矛盾严

重。目前地方焦炭价格仍将面临下跌走势，炼焦煤市场承压运行，后期煤价恐将再

次步入下跌通道，跌幅受成本限制。【西南地区】西南地区炼焦煤市场整体弱势，

本月总降幅达到 50元/吨，降价后大型煤企挺价意愿较强，然而下游焦钢企业接收

意愿不强，市场成交较差。预计短期西南地区炼焦煤市场仍以看跌为主。【西北地

区】西北地区炼焦煤价格持稳，成交清淡，青海木里矿区煤矿目前开工率非常低，

恢复正常还需时日。甘肃地区，炼焦煤价格有所下跌，跌幅在 30 元/吨，预计后市

西北地区焦煤价格还将继续探底。【华东地区】山东地区炼焦煤市场库存压力相对

缓和，日钢焦炭下调后煤价承压运行，地方市场有 10元/吨降幅，成交依旧较差，

后市看空主导。 

3. 市场普遍继续看空煤焦后期走势： 

a) 高库存问题长期影响价格走势。 

b) 焦钢企业炼焦煤库存严格管理，低库存模式长期不变。 

c) 煤企直接成本基本为顶部价格。 

  

数据中心 新闻资讯部 整理 

2014 年 3 月 30 日 

欲了解更详细内容，可联系客户管理员或钢材事业部（021 

-26093422）、炉料事业部（021-26093209）、数据中心

（021-26093866）。观点随时会变，及时交流；据此操作，风险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