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政策再袭，市场高位震荡
--黑色产业链周策略报告（8.22-8.26）
黑色研究团队：杨俊林、李岩、朱小虎、甘宏亮

一、核心观点
1、螺纹钢：本周全国高炉开工率 80.25%，环比下降 0.27%，钢厂盈利面达 80.98%。本周初在唐山再度限产
的刺激下，期螺大幅上涨，推动现货价格上涨。之后由于成交跟进不足，价格出现小幅松动。近期从国务院、发
改委到各地方政府，去产能政策再次密集部署，对钢价走势将形成持续利好。而高温天气以及 G20 会议影响工程
施工，对需求造成较大影响，且由于需求缺乏持续性，每次在集中放量之后随之就是出货的大幅回落，使得行情
的波动加大。预计钢价重心仍将逐步上移，偏多思路滚动操作。
2、铁矿石：短期市场，供需相对平衡，矛盾尚不突出，环保政策再度成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徐州地区近
期复产的企业，由于受举报，面临环保组再次督查，部分企业面临停产检修；唐山地区再度实行环保政策，时间
周期为 8 月 16 日至 8 月 31 日；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一次对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专项督查，督查方案已
于 8 月 17 日正式印发，10 个督查组从下周开始，将陆续赴各省区市开展督查；下半年整体来看，去产能、环保政
策将是频繁扰动市场的重要因素，操作上，短期受环保政策及旺季预期影响，价格高位震荡以时间换空间，观望
或短线参与，跟踪市场矛盾的积累，趋势性做空等待旺季预期兑现或证伪后介入。
3、动力煤：供给侧改革压缩煤炭产量的同时促进电厂补库需求，供需关系好转支持动力煤前期期货和现货价
格持续上行。但是，火电消费季节性减弱和临近交割月多头获利盘抛压将令动力煤期价承压。短期动力煤期价或
震荡为主。

二、宏观环境
1、据国家发改委，1-7 月，全社会用电量为 3312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增速同比加快 2.8 个百分点。7 月
当月，全社会用电量 55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17%，增速同比大幅回升 9.49 个百分点。
2、8 月 16 日，国家发改委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据介绍，7 月，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8 个，总投资 594 亿元。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和高技术领域。
3、据央行数据，我国 7 月末外汇占款由上月的 23.63 万亿下降至 23.44 万亿，连续第九个月下滑，环比降幅达 1905.08
亿元。自 6 月以来，中国外汇占款降幅呈不断扩大趋势，7 月降幅接近 6 月的 2 倍。6 月外汇占款降幅 977 亿，较 5 月
的 537 亿元再度扩大，而此前外汇占款环比降幅已经连续五个月缩窄。

4、8 月 16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对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开展专项督查，确保
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 19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督查方
案已于 8 月 17 日正式印发，部际联席会议按照国务院要求组织了 10 个督查组，从下周开始，将陆续赴各省区市
开展督查。本次督查旨在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和推广典型，确保今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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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链品种分析
1、螺纹钢
据中钢协统计，8 月上旬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169.86 万吨，环比上
重要数据及作用

一旬末增加 7.78 万吨，增幅 4.8%。据此估算，本旬全国粗钢日均产
量 222.54 万吨，旬环比增长 3.39%。截止 8 月上旬末，重点钢企钢
材库存为 1336.94 万吨，比上一旬增加 52.93 万吨，增幅 4.12%。
8 月 19 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介绍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专项督查工作方案时表示，发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一次对钢铁煤

焦点事件及作用

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专项督查。从下周开始，将陆续赴各省区市开展
督查。针对当前地方和企业钢铁煤炭过剩产能进展不平衡等情况，重
点督查八个方面内容。
本周全国高炉开工率 80.25%，环比下降 0.27%，钢厂盈利面达
80.98%。8 月上旬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169.86 万吨，旬环比增长

供给面因子

4.8%。当前钢铁企业利润普遍较好，主观上增产意愿较强。不过从国
务院、发改委及地方政府，近期均密集对钢铁煤炭去产能进行部署和

供需面因子

推进，对钢厂产能释放仍将形成抑制。
本周市场成交除周二相对较好外，其他几个交易日均较为低迷。随着
需求面因子

G20 的临近，杭州及周边省市不少工地均相继停工，短期需求低迷的
局面依然难改。

短期主要矛盾

当前国内钢市处于供需双弱局面，市场对去产能政策和需求旺季的预
期较强，预计钢价重心仍将逐步上移。

矛盾分析

中期主要矛盾

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存在，供给侧改革最后仍需要通过市场手段进行，
去产能周期较长且存在反复。

最有可能演化为
主要矛盾的逻辑
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格=2470-2575=-105 元。
基差水平
期现结构

现货采取上海螺纹钢 HRB400 20mm 价格，未考虑理重实重差

基差水平反映的
的逻辑
合约特性

合约间价差排列

期货价格依然升水，市场对政策面预期较强。
远月由贴水转为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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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近远月合
约价差及逻辑

RB1610- RB1701=-29 元，近月面临交割压力，回归现货

合约间是否存在
套利机会

观望
本周全国高炉开工率 80.25%，环比下降 0.27%，钢厂盈利面达
80.98%。本周初在唐山再度限产的刺激下，期螺大幅上涨，推动现货
价格上涨。之后由于成交跟进不足，价格出现小幅松动。近期从国务

对于市场走势的综合判断

院、发改委到各地方政府，去产能政策再次密集部署，对钢价走势将
形成持续利好。而高温天气以及 G20 会议影响工程施工，对需求造成
较大影响，且由于需求缺乏持续性，每次在集中放量之后随之就是出
货的大幅回落，使得行情的波动加大。预计钢价重心仍将逐步上移，
偏多思路滚动操作。

操作建议

短线偏多思路，滚动操作，关注钢厂利润水平的变化。可分批逐步建
仓，做空 1701 合约虚拟钢厂利润。

2、铁矿石

重要数据及作用

焦点事件及作用

供给面因子
供需面因子
需求面因子

1、进口矿港口库存 10641 万吨，周环比下降 113 万吨；
2、高炉开工率 80.25%，周环比下降 0.27%；
产能利用率 85.98%，周环比下降 0.21%；
盈利钢厂比例 80.98%，周环比上升 1.23%。
为督促地方和企业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确保全年目标任务严格按照进度要求和时间节点顺利完成，国务
院决定在全国开展一次对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专项督查。按照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督查方案已于 8 月 17 日正式印发，部际
联席会议按照国务院要求组织了 10 个督查组，从下周开始，将陆续
赴各省区市开展督查。
8.1-8.7：
澳洲铁矿石出口量 1667.9 万吨，周环比上升 255.7 万吨；
巴西铁矿石出口 803.96 万吨，周环比下降 254.8 万吨。
澳、巴发货量有所增长，需要继续关注其持续性。
环保政策再度影响市场：（1）徐州地区近期复产的企业，由于受
举报，面临环保组再次督查，部分企业面临停产检修；（2）唐山地区
再度实行环保政策，时间周期为 8 月 16 日至 8 月 31 日，钢厂烧结受
到一定影响，块矿采购意愿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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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主要矛盾

基差水平

需求层面：下半年的去产能和环保政策的实施；
供给层面：重点关注 16 年四季度到 17 年一季度，S11D 项目的产
能释放及萨马尔科的复产，新增产能将超过 1 亿吨。
1、钢铁去产能下半年的有效执行；
2、矿山产量进一步释放，四季度淡水河谷的 S11D 项目的投产及萨马
尔科的恢复生产。
1、基差=现货价格-I1609=21，基差=现货价格-I1701=65
（现货价格采用青岛港 61%PB 粉，未扣除元素折价）
2、基差=现货价格-I1609=18，基差=现货价格-I1701=62
（现货价格采用 62%普氏指数）

基差水平反映的
的逻辑

近月合约基差收敛，远月合约的基差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市场对
远期市场供需的悲观态度。

矛盾分析

中期主要矛盾

最有可能演化为
主要矛盾的逻辑

期现结构

合约间价差排列

合约特性

短期市场，供需相对平衡，矛盾尚不突出，环保政策再度成为市场
的重要影响因素。
下半年整体来看，去产能、环保政策将是频繁扰动市场的重要因素，
影响价格的波动节奏。

主力-近远月合
约价差及逻辑
合约间是否存在
套利机会

负向市场，远月合约贴水格局
I1609-I1701=44; I1701-I1705=28
逻辑：市场对远期矿石市场供需预期悲观
前期提出的矿石 1609 和 1701 的正向套利，前两周已经陆续平仓大部
分仓位，剩余少许仓位可平仓，本次套利结束，达到预期目标。

对于价格区间及市场走势的
综合判断
矿石市场短期供需弱平衡，60 美元/吨上方上行难度加大，受环保因
素及旺季预期影响，呈现涨跌两难态势，高位震荡以时间换空间。

操作建议

短期高位震荡，观望或短线参与，跟踪市场矛盾的积累，趋势性做空
等待旺季预期兑现或证伪后介入。

3、动力煤

重要数据及作用

郑煤 1701 合约收盘价 492 元/吨，下跌 22.2 元/吨，跌幅 4.32%。秦
皇岛港山西产动力末煤(Q5500)平仓价 481 元/吨，上涨 9 元/吨；京唐
港山西产动力末煤(Q5500)平仓价 480 元/吨，上涨 10 元/吨；广州港
印尼煤(A10%,V41%,0.6%S,Q5500)库提价 545 元/吨，上涨 10 元/吨；
广州港澳洲煤(A20%,V28%,0.7%S,Q5500)库提价 545 元/吨，上涨 1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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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事件及作用

供给面因子

需求面因子
供需面因子

库存因子

矛盾分析

供给侧改革持续发力，支撑动力煤价格走强。
1、煤炭去产能完成度不足四成 发改委“三报”督促地方
2、发改委：下一步将对去产能进展缓慢及工作不力的地方严肃问责
在煤炭企业大面积亏损背景下，煤炭行业供给端调整不断深入。6 月
份煤炭产量加速下降，6 月份全国原煤产量 2.78 亿吨，同比下降
16.60%。
中期煤炭下游需求表现存在一定差异。6 月份，全国火力发电 3457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0.6%；全国粗钢产量 0.69 亿吨，同比增长 1.7%；
全国水泥产量 2.23 亿吨，同比增长 2.6%。6 大发电集团日耗煤量小幅
下降，短期下游消费需求高位运行。截止 8 月 19 日，6 大发电集团日
均耗煤量 71.3 万吨/日，较上周同期下降 0.7 万吨/日。
6 月份，国有重点煤矿库存同比下降但环比回升，煤炭产业链上游开
始进入去库存周期。6 月份，国有重点煤矿库存 5138 万吨，较去年同
期下降 473 万吨，降幅 8.43%，但较 5 月份上升 247 万吨，升幅 5.05%。
中游港口煤炭库存上升。截止 8 月 19 日，秦皇岛港库存 310 万吨，较
上周同期上升 22 万吨。下游电厂煤炭库存大幅下降。截止 8 月 19 日，
6 大发电集团煤炭库存 988 万吨/日，较上周同期下降 51 万吨。

短期主要矛盾

动力煤消费需求量由高峰回落，动力煤价格季节性承压。

中期主要矛盾

供给侧改革压缩煤炭产量的同时促进电厂补库需求，供需关系好转支
持动力煤期货和现货价格。

最有可能演化为
主要矛盾的逻辑
基差水平
期现结构
基差水平反映
的逻辑
合约间价差排列
主力-近远月合
约价差及逻辑
合约间是否存在
套利机会
对于价格区间及市场走势的综
合判断
合约特性

操作建议

四、策略跟踪

动力煤期货价格将进入震荡期。
本周动力煤现货价格上涨，但期货价格下跌，动力煤基差上升。秦皇
岛港山西产动力 (Q5500)平仓价与郑煤 1701 合约收盘价基差-11 元/
吨，上涨 31.2 元/吨。
期货对现货呈升水结构，市场预期向好。
ZC701-ZC609:87 元/吨，上升 37.8 元/吨。投资者对动力煤远期价格
预期向好，强度较上周增强。
无明确套利机会。
震荡。
中线观望，短线低吸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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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性策略跟踪

螺纹钢：短线偏多思路，滚动操作，关注钢厂利润水平的变化。
铁矿石：短期高位震荡，等待矛盾积累或旺季预期兑现后，在远期合约
上采取逢高沽空的右侧交易策略。
动力煤：消费需求由高峰回落，期价季节性承压。

现货企业套期保值建议

螺纹钢：可逢高分批建仓，做空 1701 合约虚拟钢厂利润。
铁矿石：钢铁企业，根据自身的成本情况、利润目标及订单情况，可对
下半年的敞口量进行利润锁定。
动力煤：下游企业按需采购。

钢厂虚拟利润
套利：本周
1701 合约虚拟
钢厂利润再次
冲高回落，可
逢高分批建
仓，做空虚拟
钢厂利润，不
过仍需注意仓
位的控制。
螺纹钢/铁矿
品种间价差
及比值策略
跟踪

石：本周螺纹
钢完成换月，
1701 合约钢矿
比上涨至 5.93
后快速回落，
可在 6 附近逢
高做空钢矿
比，原 1610 合
约做多钢矿比
组合本周最高
已升至 5.45，
可逢高平仓。
（注：该套利
按照合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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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计算，非
利润套利）

焦煤与动力
煤：现货和期
货价差基本持
平，不建议操
作。

五、重要图表跟踪
螺纹钢：
图 1 粗钢产量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3 重点企业钢材库存

图 2 全国主要钢材品种社会库存总量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4 螺纹钢下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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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5 上海市场每周线螺采购量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6 钢厂毛利（以当前矿价测算）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铁矿石：
图 1 铁矿石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2 国内大中型钢厂进口矿平均库存天数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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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澳、巴铁矿发货量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4 进口矿品味溢价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5 铁矿石基差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动力煤：
图 1 动力煤现货和期货基差走势图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2 6 大电厂动力煤日耗量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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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秦皇岛港煤炭库存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4 6 大电厂动力煤库存量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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