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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热轧卷板：
本周，本周螺纹主力 2205 合约震荡走弱，收于 4617 元/吨，周环比下跌 162 元/吨，成交

931.34 万手，持仓 210.86 万手，持仓增加 17.90 万手。本周热卷主力 2205 合约震荡走弱，

收于 4796 元/吨，周环比下跌 111 元/吨，成交 229.75 万手，持仓 67.06 万手，持仓增加 0.26

万手。总体来看，螺纹钢盘面呈现回调之势，受原材料价格影响，钢材价格承压震荡下行。基本面

来看，钢材价格受原材料价格拖累整体走弱，整体产能有所回升，部分高炉利用率逐渐回升，冬奥

限产幅度有所放缓，预计未来产量会进一步上升；库存方面，上周整体库存继续累加，但扔同比处

于相对地位。总体来看，钢材未来或受原材料价格政策的影响，继续承压向下，但节后复产及未来

房地产市场松绑将会带来一定的支撑，总体而言，近期随着原料端政策调控压力不断加大，铁矿及

煤焦等表现弱势，或对钢材形成拖累。本周，Mysteel 统计全国主要城市钢材社会库存为 1756.86

万吨，环比上升 86.25 万吨；Mystee 统计全国钢厂全品种库存为 638.16 万吨，环比上升 8.69

万吨；社会+钢厂库存合计环比上升 94.94 万吨。本周总库存继续积累，但整体库存水平仍处于近

几年来的低位。

后市展望：目前来看，市场价格持续受铁矿石政策性限价及原材料政策性限价影响，上

行承压，加之节后尚未完全复工及部分地区疫情持续影响，需求端并未表现强烈。冬奥

会限产的影响及节后开工率的缓慢恢复，这对于部分钢材的产能形成一定的压力。预计

3 月之后市场供需矛盾才能出现明显的拐点信号，需关注倘若未来价格继续走强，则会

对需求恢复的速度有所影响。

策略：目前盘面预计将继续维持宽幅震荡走势，关注 4600 至 4800 区间，前期地位有

较强支撑，操作上建议保持区间策略逻辑，短线可逢低试多，且注意止盈止损。

风险与关注：未来钢材、铁矿石等品种价格的政策性风险。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美联储

加息所带来的短暂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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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业重点资讯

宏观环境及产业资讯综述：
国内方面：1. 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防范铁矿石过度囤积工作，将会同有关部门进

一步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坚决严厉惩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
行为，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障铁矿石价格平稳运行。

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2 月 22 日联合组织晋陕蒙煤炭主管部门、部分港口企业和煤炭价
格指数机构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煤炭市场价格情况，研究规范煤炭价格指数采样发布、稳定
市场煤价等工作，并对进一步抓实抓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进行部署。

3. 3 月两会将宣布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由于开年以来投资和消费表现均不理想，如果全年
GDP 目标在 5.5%左右，第一季度末和第二季度初稳增长政策可能密集加码；如果全年 GDP
目标在 5.0%左右，稳增长预期弱化，股债定价逻辑都将发生扭转。

4. 我国风光大基地建设迎来明确路线图，到 2030 年，规划建设风光基地总装机约 4.55 亿千瓦。
业内人士表示，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尤其是三北地区，
依托风电光伏项目建设区位优势和良好产业基础，可以重点建设风电和光伏产业链，同时积
极发展氢能和储能装备。

国际方面：1. 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大制裁措施主要包括金融、出口、企业以及个人方面进行，主要
是对俄罗斯经济金融极限施压。部分俄罗斯银行被踢出 SWIFT 系统，剔除出交易系统会给
俄罗斯的对外金融交易带来困难。欧盟和美国决定冻结俄罗斯央行的资产，主要指冻结俄罗
斯央行的相关交易，从而降低俄罗斯央行通过出售资产抵御西方经济金融制裁的能力。限制
俄罗斯主权债券和其他个人机构的金融限制,主要限制俄罗斯政府的融资能力，切断俄罗斯金
融机构的业务联系，限制俄罗斯实体和个人的融资。限制向俄罗斯出口高端科技产品。

2. 俄乌冲突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俄乌冲突带来了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市场无法对不确定的事情
进行定价，在此期间，金融市场波动率上行。在不确定性状态下风险资产谨慎，而与俄罗斯
相关的商品可以看多。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关出口原材料主要有原油、天然气、小麦、玉米、
油脂等。从我国期货市场来看，相关产品价格已经在快速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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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钢材产业重点数据追踪

螺纹钢&热轧卷板期市回顾

本周，螺纹主力合约 RB2205 收盘价为 4,617 元/吨，结算价为 4,603 元/吨。螺纹主力合约 RB2205 持仓额为
9,705,701.68万元，较上一交易日下降85,556.72万元。从历史统计分析，螺纹主力合约RB2205持仓量为2,108,560
手，较近 5 年相比维持在较高水平。热卷主力合约 HC2205 收盘价为 4,796 元/吨，结算价为 4,783 元/吨。热卷
市场总持仓额为 4,310,858.46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总持仓额减少 59,407.44 万元。历史统计分析，HC2205 热卷
持仓量为 670,604 手，较近 5 年相比维持在较低水平。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

热卷总持仓额及变化 热卷总持仓额及主力合约价格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

螺纹钢跨期价差 螺纹钢&热卷跨品种价差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

螺纹总持仓额及变化 螺纹总持仓额及主力合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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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格表现

螺纹钢主要地区价格均延续下跌趋势。其中，本周全国主要地区螺纹钢现货价格普遍下跌，北京地区螺纹
下跌 210 元/吨至 4770 元/吨，上海地区螺纹下跌 90 元/吨至 4850 元/吨，广州地区螺纹下跌 70 元/吨至
5120 元/吨。本周全国主要地区热卷现货价格大幅下跌，天津地区热卷下跌 70 元/吨至 4820 元/吨，上海地
区热卷下跌 100 元/吨至 4860 元/吨，广州地区热卷下跌 70 元/吨至 4870 元/吨。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

螺纹钢现货价格变化（元/吨） 螺纹钢南北材价差分析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

热轧卷板现货价格变化（元/吨） 热轧卷板南北材价差分析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

普碳方坯现货价格（元/吨） 螺纹钢&热轧卷板现货价差分析



2022 年 2 月第 3 周策略报告

5

基本面综述
供给端，Mysteel 统计全国 247 家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77.61%，环比上升 2.17%。2022 年 2 月中旬，

中钢协统计全国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为 189.89 万吨，环比下降 2.46 万吨。Mysteel 统计分品种周度产量合
计为 924.90 万吨，环比上升 38.82 万吨，本周成材产量继续回升，冬奥会后部分区域限产放松，叠加电炉产
量恢复，带动产量上行，后期产量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此外，本周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环比上升，分品种产
量亦出现上行，冬奥会后部分区域限产放松，叠加电炉产量恢复，带动产量上行，后期产量仍有进一步上行空
间。

需求端，本周全国主流贸易商建筑钢材成交量为 56.15 万吨，较节前最后一周环比上升 18.96 万吨，本
周开始部分地区终端需求陆续恢复。目前，整个市场对于 3 月后整体终端需求表现仍存在不同看法，倘若未来
价格继续走强，则会对需求恢复的速度有所影响。

分品种周度产量情况

螺纹钢 线材 中厚板 热轧卷板 冷轧卷板 合计

2022/2/25 273.55 128.95 129.52 311.28 81.6 924.9

2022/2/18 255.98 122.82 124.96 301.52 80.8 886.08

增减数量 17.57 6.13 4.56 9.76 0.8 38.82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

全国热卷钢厂当月计划产量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

全国主要钢厂螺纹钢与线材周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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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方面

本周，Mysteel 统计全国主要城市钢材社会库存为 1756.86 万吨，环比上升 86.25 万吨；Mystee 统计全国
钢厂全品种库存为 638.16 万吨，环比上升 8.69 万吨；社会+钢厂库存合计环比上升 94.94 万吨。本周总库存继
续积累，但整体库存水平仍处于近几年来的低位。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MySteel 数据

钢材分品种社会库存情况 唐山钢坯库存

资料来源：WIND、佛金研发、MySteel 数据

螺纹钢厂库存季节性分析 螺纹钢社会库存季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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