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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及操作建议】
【螺纹】
1、现货：钢材现货昨日普涨。上海上涨 10 元/吨现 3480，广州上涨 10 元/
吨现 3740，杭州持稳现 3530，北京上涨 10 元/吨现 3380。现货成交 22.02 万吨，
北京商家反馈成交一般，盘中无波动；天津价格小幅上涨，整日成交还行；山
东钢厂反馈成交有放量；杭州整日价格随盘面波动，成交还可以；上海低价成
交还可以；广州上午成交正常，下午向好。现货基差 57。
2、供应：当前供应低位加速回升，长流程钢厂库存加速去库，缓解钢厂压
力，为钢厂复产提供空间，短流程利润利润有所修复，工人返岗增多，短流程
复产企业逐步增多，预计供应下周将加大恢复速度。
3、库存：当前钢厂库存显著降低，运输物流恢复，钢厂与社会、终端贸易
渐入正轨，有效引导钢厂库存转移至社会库存，减缓钢厂压力。当前社会库存
进入去库通道，市场贸易活动复苏，投机和期现操作开启，下游终端需求启动，
有效减缓库存压力。总结来看，市场供需进入修复回升通道，从本周数据来看，
需求以快于往年的速度，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显示今年的需求整体表现不
错，而生产的恢复较需求更慢，尚有短期的供需错配，为去库提供良好契机。
当前高库存下，螺纹供需表现整体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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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宏观：国内货币政策持续宽松，逆回购投放叠加 MLF、LPR 市场利率下
调，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减税降费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快发行。但国外宏观金
融风险带动盘面下跌，还需观察是否为系统性风险。
5、昨日信息：①钢谷网公布产业数据，产量 135.22 万吨，增 2.06 万吨 1.55%；
社库 788.47 万吨，降 44.67 万吨 5.36%；厂库 524.48 万吨，降 54.17 万吨 9.36%；
总库 112.95 万吨，降 98.84 万吨 7.00%。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产量微增，厂库
继续下降但降幅收窄，社库降幅扩大，整体降库幅度略低于上周，或为前一周
下游备货，透支了部分本周需求。②《金融时报》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
中国央行可能会在未来几天里宣布下调基准存款利率。若此消息属实，则市场
将进一步宽松，利好螺纹。③中金公司预计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能提
高至 3-4%，地方政府专项债可能增加至 4 万亿元左右，并且不排除今年发行“抗
疫”特别国债的可能。若财政赤字率提高，则对于投资尤其是基建的投资将进
一步扩大，利好螺纹。
6、策略：观望。
【热卷】
1、昨日全国热卷价格以偏强调整 10-30 元/吨为主，张家港沙钢交割标准热
卷报于 3430 元/吨，乐从柳钢交割标准热卷报于 3410 元/吨，环比分别上涨 20
元/吨与 10 元/吨，期货盘面高开低走，基本补齐前期跳空缺口，整体来看仍显
弱势，现货上调、盘面走弱，基差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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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面方面，供应端，钢厂生产仍处低位，由于热卷-螺纹价差持续收窄，
钢厂螺纹利润明显高于热卷，市场消息称目前钢厂已有热卷转产螺纹情况，推
测后续产量仍将保持低位，但供应风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目前钢厂尚未达到
亏损，仍有一定利润，不排除有阶段性提产可能性，其次国外经济下行压力增
加，消费品制造与销售承压，国外热卷资源或有流入国内可能性；库存方面，
社库拐头向下，厂库持续降库，同样表明国内热卷基本面整体向好；需求方面，
短期下游制造业复工利好逐步兑现，终端需求同样有好转迹象，但全球经济衰
退已不可避免，热卷出口、热卷下游消费品出口均受到较大影响，市场消息称
目前 4-7 月份热卷海外订单已有明显下滑，推测整体需求表现仍显弱势。
3、昨日乘联会公布 3 月第三周乘用车日均零售 2.58 万辆，同比下降 40%。
对比第一周日均零售 1.67 万辆，同比下降 50%，第二周日均零售 2.17 万辆，同
比下降 44%，上周乘用车销售情况继续好转；找钢网统计国内热卷主流仓库本
周出库&加工量 25.30 万吨，较上周增 1.62 万吨，同样处于好转趋势。
4、从国内基本面来看，热卷下游逐步复工，需求逐步启动，基本面持续向
好。但主要风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全球宏观利空、消费下滑的偏弱预期或逐
步蚕食国内疫情控制后热卷逐步恢复的基本面，未来热卷出口、消费品如家电、
汽车出口，均会造成影响；其次国内经济同样面临压力，疫情过后国民购买力
或有一定程度下降，对消费品需求同样形成利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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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策略方面，卷螺差目前已跌至较低水平，建议观望，关注热卷 05-10 反
套策略。
【铁矿】
1.现货及外盘:山东主港各品种上涨 3-6 元/湿吨，SGX 收盘价 87.55 涨 1.15
美元/吨。
2.基本面方面:上周澳洲巴西铁矿发运总量 2228.4 万吨，环比上期增加 410.3
万吨。从北方主港情况来看，截至本周一保持疏港量大于到港量，库存下降的
情况，下游钢材需求转好，成交量大增，预计 247 家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继续小
幅回升，节后至今国内港口以及矿山库存均在继续下滑，钢厂库存小幅库存，
三者保持历史低位，若保持目前到港量及疏港量水平，4 月份港口库存仍将保持
下降。
占铁矿石需求 40％的国外目前受疲情影响较为严重，除美国、目本钢铁公
司均有高炉停产现象，vale 主动停运马来西亚混矿中心作业，印度钢厂及矿山
（NMDC）作业基本全停至 31 号，南非（英美资源）停产 21 天，俄罗斯 MMK,
加拿大 bloomlake 矿区业务均受到影响，短期非主流主要矿山减产量周均约 268
万吨。
3.估值方面:四月份现货及 05 合约大概率仍偏坚挺。09 合约受国外除澳巴矿
山及运输停滞扰动，国内需求向好以及国外需求停滞影响下宽幅震荡。
【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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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焦炭现货市场偏稳运行，上周主产区四轮降价全面落实，焦炭累降 200，
现货市场情绪转稳。上周焦企生产维持稳中有增的状态，但是回升速度有所放
缓，在利润严重收缩的情况下，部分小幅亏损的焦化厂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
但是主产区供应相对较好，个别焦企出现惜售现象。长流程钢厂开工水平及铁
水产量增幅扩大，但当前钢厂采购相对一般，价格相对低位后，近期贸易商集
港增加，但是焦炭厂存及总库存仍旧回升，短期下游刚需及利润仍不利于焦炭
现货价格回升，但是市场对需求预期在转好。当前盘面自身上涨动能不强，预
计短期震荡为主，短期建议观望。
【焦煤】
近日焦煤现货市场偏弱，主产区低硫主焦煤及其他配煤价格均有所下调，
矿方出货较前期放缓，市场情绪偏弱。目前山西及其他主产区恢复正常生产，
原煤、精煤产量紧缺局面扭转。
进口方面，当前海运煤港口库存高位，通关维持偏紧状态，中蒙边境口岸
开放延长至四月初，短期蒙煤偏紧，但后期通关后潜在数量较大。目前焦炭价
格进入下跌通道，焦企利润收紧使得采购心态谨慎，后期焦炭压力逐渐传导至
焦煤端，焦煤基本面边际走弱。期货盘面当前价格仍旧相对高位，建议中长期
偏空对待 09 合约。
【动力煤】
1.价格方面：昨日现货报价调降基调不变，港口指数 CCI5500 卡煤报 5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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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 1 元。
2.港口方面：昨日秦黄曹三港库存 1216 万吨保持稳定，秦皇岛港库存 636
万吨稳定，锚地船舶数 8 艘低位运行，港口库存继续稳定回升。
3.电厂方面：六大电厂库存 1773 万吨小幅波动，日耗 61 万吨开始抬头。
总结来看，目前煤矿调降基调不变，港口表现稳定，供需宽松格局仍将持
续，昨日日耗增加明显升至 60 万吨上方，开始小幅抬头，短期进口煤表现暂时
仍充裕，目前公路运费成本下降部分煤矿据传有 530 元的资源，日耗虽然有所抬
头，但可供量仍然充裕，短期供需宽松的局面不会有明显变化，但日耗开始上
行会向市场发出止跌信号，未来港口煤价随着库存转移带动小幅需求预计会在
四月前止跌企稳，盘面基差逻辑或会开始发生变化，短期来看，建议等待 530
元附近抛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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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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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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