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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热卷
数据类别 指标 单位 最新 较上日 较上周

期现货价格

螺纹钢主力合约收盘价 元/吨 3980 -83 -2.04% -78 -1.92%
热轧卷板主力合约收盘价 元/吨 3957 -63 -1.57% -62 -1.54%
螺纹钢现货价格（HRB400E 20mm，上海） 元/吨 4130 -30 -0.72% 100 2.48%
热轧板卷现货价格（Q235 4.75mm，上海） 元/吨 3950 -70 -1.74% -20 -0.50%

基差与价差

螺纹钢主力基差 元/吨 150 53 178
热轧卷板主力基差 元/吨 -7 -7 42
螺纹钢期货10-1价差 元/吨 193 40 62
热轧卷板期货10-1价差 元/吨 117 27 32
螺纹钢期货1-5价差 元/吨 47 -3 -2
热轧卷板期货1-5价差 元/吨 37 -19 -7
螺纹钢期货5-10价差 元/吨 -240 -37 -60
热轧卷板期货5-10价差 元/吨 -154 -8 -25
热卷01-螺纹01价差 元/吨 53 33 46
热卷05-螺纹05价差 元/吨 63 49 51
热卷10-螺纹10价差 元/吨 -23 20 16

中厚板线材冷轧价格
线材市场价（HPB300 6.5mm，上海） 元/吨 4600 0 0 200 4.55%
普碳中板市场价（8mm，上海） 元/吨 4640 -30 -0.64% 80 1.75%
冷轧卷板市场价（1.0mm，上海） 元/吨 4440 -40 -0.89% 40 0.91%

钢坯及废钢价格
唐山钢坯价格（Q235） 元/吨 3710 -50 -1.33% 80 2.20%
江阴废钢价格（6-8mm，现金不含税） 元/吨 2520 0 0 220 9.57%

钢厂高炉生产及盈利情况
（周度）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 73.16 —— -3.82
247家钢厂日均铁水量 万吨 219.24 —— -7.02 -3.10%
盈利钢厂比例 % 19.05 —— 9.09

产量（周度）
全国建材钢厂螺纹钢产量 万吨 245.59 —— 13.22 5.69%
热卷产量 万吨 299.96 —— -4.11 -1.35%

独立电弧炉钢厂开工情况
（周度）

产能利用率 % 37.6 —— 4.21
开工率 % 49.09 —— 4.02
电炉钢厂螺纹钢产量 万吨 48.96 —— 1.51 3.17%

库存（周度）

五大品种社会库存 万吨 1273.27 —— -48.30 -3.65%
螺纹社会库存 万吨 603.03 —— -38.86 -6.05%
热卷社会库存 万吨 279.35 —— -3.40 -1.20%
五大品种钢厂库存 万吨 475.76 —— -38.66 -7.52%
螺纹钢厂库存 万吨 216.32 —— -27.65 -11.33%
热卷钢厂库存 万吨 81.45 —— -1.35 -1.63%
唐山地区钢坯库存 万吨 119.1 —— -0.88 -0.73%

现货市场成交
全国建筑钢材成交量（7天移动均值，钢银） 万吨 14.06 -1.50 -9.66% -2.83 -16.77%
线螺终端采购量（上海，周度） 吨 10200 —— 1600 18.60%

期货仓单
螺纹注册仓单数量 吨 7209 0 0
热卷注册仓单数量 吨 1182 0 592

基本面概述

从MySteel公布是数据看，建材产量继续上升，库存继续下降，长、短流程钢厂利润均有所改善 ，但钢厂复产偏谨慎，
铁水产量恢复速度较慢。由于现货市场受制于暑期的消费淡季 ，成交活跃度不高，市场追涨意愿不足。房地产期企业土
地购置面积及新开工面积同比维持大幅回落态势 ，中远期需求不足的担忧仍在。从技术面看，期价突破布林带中轨阻力
后上升速度放缓，显示上方存在很强的阻力。

操作建议 暂时维持观望，待合适时机逢高中线做空，短线只能进行高抛低吸操作

铁矿石
数据类别 指标 单位 最新 较上日 较上周

期现货价格

麦克粉（青岛港） 元/湿吨 728 -23 -3.06% -42 -5.45%
金布巴粉60.5%（青岛港） 元/湿吨 718 -19 -2.58% -29 -3.88%
DCE铁矿石主力合约结算价 元/干吨 756.5 -30.0 -3.81% -37.0 -4.66%
SGX铁矿石连一结算价 美元/干吨 109.93 -4.74 -4.13% 4.50 4.27%
普氏62%指数 美元/干吨 103.8 -4.30 -3.98% -14.15 -12.00%

基差及期货月间价差

麦克粉（青岛港）-DCE铁矿石主力 元/吨 -28.5 7.0 -5.0
金布巴粉60.5%（青岛港）-DCE铁矿石主力 元/吨 -38.5 11.0 8.0
DCE铁矿石期货9-1价差 元/干吨 67 0 30.5
DCE铁矿石期货1-5价差 元/干吨 13 0 -1.0

品种价差

PB块粉价差（日照港） 元/湿吨 127 -16 -11.19% 29 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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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价差

纽曼块粉价差（日照港） 元/湿吨 114 -9 -7.32% 23 25.27%
卡拉加斯粉-PB粉（日照港） 元/吨 118 -1 -0.84% 14 13.46%
PB -超特粉（日照港） 元/吨 134 22 19.64% 6 4.69%
普氏65%-62% 美元/干吨 15.8 4.30 5.30
普氏62%-58% 美元/干吨 10.35 -4.30 -3.95

海外铁矿石发货量（周度）
澳大利亚铁矿石发货量 万吨 1562.1 —— -106.8 -6.40%
巴西铁矿石发货量 万吨 804.4 —— 234.1 41.05%

海运费与汇率

BCI运价：西澳-青岛 美元/吨 9.3 -0.41 -4.22% -0.99 -9.62%
BCI运价：图巴朗-青岛 美元/吨 24.85 -0.74 -2.89% -3.88 -13.51%
美元指数 105.76 -0.6076 -0.57% -0.4316 -0.41%
美元兑人民币即期 6.7485 -0.0112 -0.17% 0.0019 0.03%

铁矿石到港量与疏港量（周
度）

北方六港到货量合计 万吨 1154.6 —— 218.5 23.34%
日均疏港量（45港口合计） 万吨 259.842 —— -0.87 -0.33%

铁矿石库存（周度）
港口库存合计 万吨 13534.55 —— 340.00 2.58%
港口贸易矿库存 万吨 7904.45 —— 146.78 1.89%
进口矿烧结粉矿总库存：64家样本钢厂 万吨 1331.01 —— 6.16 0.46%

国内部分矿山铁矿石产量
（双周）

全国样本矿山铁精粉产量（186座） 万吨/日 50.58 —— 0.36 0.72%
期货仓单 数量 张 1600 0 0

基本面概述

虽然近期因为钢厂亏损情况有所改善 ，但钢厂复产谨慎，铁水产量并未出现非常明显的上升 ，钢厂补库需求并没有出
现，预期的落空导致多头放弃抵抗 。海运方面，港口库存及贸易矿的库存继续上升 。发运量有所上升，到港量上升。从
供求角度看，目前处于港口阶段性累库、供应边际宽松的状态。短期来看，在价格反弹之后的高位，大量并且集中的补
库行为或不会出现，后市或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期价可能会受到成本的支撑

操作建议 行情维持宽幅震荡概率大，建议维持观望

                               铁矿石粉矿现货品牌价格（元/湿吨） 2022/8/5

青岛港 日照港 京唐港 天津港 曹妃甸港 连云港 江阴港
PB粉 753 -17 752 -19 750 -26 770 -24 751 -24 753 -19 760 -30

卡拉加斯粉 869 -21 870 -20 890 -13 888 -24 890 -13 878 -20 890 -20
巴混63.0% 813 -17 812 -19 809 -24 835 -24 809 -24 812 -19 837 -30
巴混62.5% 793 -17 792 -19 789 -24 815 -24 789 -24 792 -19 822 -30

纽曼粉 763 -24 760 -26 759 -28 786 -24 759 -29 760 -26 793 -17
麦克粉 728 -23 731 -19 733 -27 754 -26 733 -26 729 -24 738 -30

金布巴粉60.5% 718 -19 718 -19 723 -23 721 -25 723 -23 718 -19 725 -25
金布巴粉59.5% 702 -19 702 -19 713 -23 711 -25 713 -23 702 -19 705 -25

罗伊山粉 728 -17 727 -19 716 -24 732 -24 716 -24 —— —— 725 -30
IOC6 725 -20 725 -19 731 -24 755 -24 731 -24 725 -19 740 -30

FMG混合粉 687 -27 688 -29 685 -38 691 -32 685 -37 689 -28 710 -27
超特粉 620 -36 618 -41 633 -34 641 -32 633 -34 —— —— 645 -32
杨迪粉 739 -19 739 -19 727 -37 723 -32 727 -37 739 -26 720 -30

卡拉拉精粉 1020 -25 1020 -25 —— —— 1007 -24 —— —— —— —— 990 -20
乌克兰精粉 1130 -10 —— —— 991 -13 —— —— 991 -13 1050 -25 —— ——

KUMBA 895 -10 —— —— —— —— —— —— —— —— —— —— —— ——

                                  铁矿石粉矿港口现货与DCE期货主力价差（元/吨） DCE铁矿石主力最新价 694.0 
青岛港 日照港 京唐港 天津港 曹妃甸港 连云港 江阴港

PB粉 59 58 56 76 57 59 66
卡拉加斯粉 175 176 196 194 196 184 196

麦克粉 34 37 39 60 39 35 44
金布巴粉60.5% 24 24 29 27 29 24 31
金布巴粉59.5% 8 8 19 17 19 8 11

罗伊山粉 34 33 22 38 22 —— 31
IOC6 31 31 37 61 37 31 46

FMG混合粉 -7 -6 -9 -3 -9 -5 16
超特粉 -74 -76 -61 -53 -61 —— -49
杨迪粉 45 45 33 29 33 45 26

卡拉拉精粉 326 326 —— 313 —— —— 296
乌克兰精粉 436 —— 297 —— 297 356 ——

KUMBA 201 —— —— —— —— —— ——
备注：1.现货与DCE期货主力的价差没有进行干/湿吨的换算

产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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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协：7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日产189.02万吨，环比下降7.25%；生铁日产175.47万吨，环比下降7.72%；钢材日产188.80万吨，环比下
降5.35%。

全国螺纹产量连续二周增加，表需连续三周增加。据Mysteel，截至8月4日当周，产量连续二周增加，社库连续第七周减少，厂库连续第六周减少，
表需连续三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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