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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钢 材

钢材现货上涨，上海螺纹现货
3720 元/吨 ， 涨 50 元/吨 ； 热 卷 3920
元/吨 ， 涨 40 元/吨 ； 唐 山 钢 坯 3460
元/吨，涨 50 元/吨；矿石 440 元/吨，
涨2元/吨。截至5日，螺纹社会库存降
62 万吨至 920 万吨，较去年同期高
34%；螺纹钢厂库存降42万吨至320万
吨，较去年同期高16%。热卷社会库存
降 14 万吨至 259 万吨，较去年同期低
16%；厂内库存降2万吨至97万吨，较
去年同期低7%。螺纹社会库存环比降
幅在扩大，但同比总量仍大幅高于去年
同期。钢厂库存首次转降，总量大大高
于去年同期，主要系今年高供应下需求
释慢且明显滞后；需求恢复到正常水
平，继续关注库存消化速度。供给方
面，尽管钢厂利润有收窄仍不错，钢厂
生产积极性高；今年环保成为政策主
线，需要重点关注，主要产区天气状况
时而形成扰动影响，关注主产区错峰生
产计划实质影响多大。由于电炉钢投
放，导致总体产量好于预期，一定程度
上抵消高炉限产影响，供需维持松平衡
局面。近日需求进入正常状态，现货成

交好转，后市看现货涨价后终端对高价
接受程度，决定现货上行空间。

期货市场工业品震荡反弹，盘面减
仓主动性不强。黑色系分化，原料端双
焦偏弱，铁矿石受成品材带动反弹，但
供需矛盾突出化，钢厂采购不积极，现
货下跌，矿石反弹主动性和空间有限；
成品材螺纹库存降幅扩大，期市行情成
交好转，吸引资金推涨，但现货受供应
和库存双重压力制约反弹空间，关注盘
面主动性；热卷库存不高，现货上涨，
资金参与性却不高。操作上，矿石空单
持有，1809依托470；螺纹不持仓，热
卷不持仓，日内短线交易。 （陈姗）

黑色系军团：钢材现货与期市分析

一直以来，房地产行业对钢材需求
拉动性毋庸置疑。在中央明确“房住不
炒”的大方向后，房地产的推动作用逐
渐弱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2018年将继续政策性收紧。

根据地产行业数据显示，3月50个
样本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近 100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近60%。不过，
出让金规模未减反增的状态，并不能全
面地展示当前房地产市场表现，结合一
季度城市土地成交溢价水平下滑的情况
来看，则能大概说明当前状况。

据专业机构分析，一方面在政策性
压制房价上涨的基本定位中，地方主体
责任被摆在台面上，对于地方政府的土
地财政收入抑制力度是非常有力的。然
而由于地方财政在短时间内依旧依赖于
土地出让，间接刺激了地方土地出让规
模。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在增加土地供
应的背景下，企业拿地的积极性似乎并
未减弱反而有所增强，这对 2018 年建
筑用钢需求市场来说无疑是一项“灯塔
数据”。在这一数据背后，不单纯是商

业地产的支撑，保障性住房用地的增量
也很突出。

另一方面，宏观数据指标向好。虽
然由于春节效应影响，2月部分经济数
据一度出现波动，但根据已公布的数据
来看，一季度整体数据表现较为理想。
此外，从近期机构预期情况来看，整体
心态相对乐观。

近期钢铁市场表现，也显示出逐步
回暖的迹象。根据专业机构数据显示，
建筑钢材主要产品在经历了3月中上旬
的快速回落之后，3月下旬价格触底回
升，虽然进入4月市场表现不温不火、
涨跌交替，但整体趋势依旧是明显向上
的，下游终端工地开工率在持续回升，
对市场心态的支撑也在逐渐向好。

由于前期的钢价下行幅度较大，低
迷周期相较往年同期更长，对市场信心
的考验也更加沉重。但总体来看，2018
年基建、地产发力点较为广泛，同时环
保政策下钢铁产品竞争环境将得到优
化，4 月钢铁市场表现将明显优于 3
月。4 月中上旬，由于清明节假期影
响，市场受到一定影响，中下旬相对比
较乐观。 （金联创）

4月钢市向上趋势明显

今年3月份，国内钢材价格大幅下
跌，市场悲观情绪蔓延。据中钢协预
计，随着国内制造业及钢铁业PMI指数
双双回升，将持续带动钢材需求增加，
预计4月份国内钢市将呈现震荡上涨走
势。

3月31日，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
员会发布的指数报告显示，3月份钢铁
行业PMI指数为50.6%，环比回升1.1个
百分点，重新回到 50%的荣枯线上方。
结合3月下旬的市场表现来看，市场需
求正在加快释放，高库存压力逐步消
化，4 月份钢市供需形势有望得到改
善，预计钢价在暴跌后可能迎来修复性
回升。

PMI 显示，3 月份钢厂生产加快，
订单回升缓慢，钢材价格大幅下跌。在
主要分项指数中，生产指数显著回升至
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微幅上升，新出
口订单指数进一步降低，产成品库存指
数明显上升，原材料库存指数降至收缩
区间。

具体来看，3月份钢铁行业PMI生
产指数为 50.6%，环比回升 5.2 个百分
点，升幅较大。与生产相关的采购活动
均出现回落。随着北方采暖季限产结
束，钢厂仍在进一步扩大生产。不过，
在利润收窄的情况下，钢厂原料补库积

极性不高，以消化厂内库存为主。据西
本新干线数据显示，3月末国内大中型
钢厂进口矿石平均可用天数为22天，比
上月末降低 3 天，焦炭可用天数为 10
天，比上月末降低0.5天。

从需求情况看，随着春节因素影响
消失，3月份整体需求有所恢复。3月份
新订单指数为51.9%，环比回升0.6个百
分点，高于2月份，低于1月份。3月份

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0.9%，环比下降 3
个百分点，连续16个月处于收缩区间。

3 月份产成品库存指数为 56%，环
比上升 3.5 个百分点，达到 2015 年 1 月
份以来的高点。3月钢厂产量增加，但
销售情况回温较缓，从而使钢厂库存压
力逐步加大。据中钢协数据显示，截至
3 月上旬，会员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
1468.13 万吨，比上一旬增加 70.88 万

吨，增幅5.07%；较2月上旬增加515.2
万吨，增幅 54.07%；较去年同期增加
55.4 万吨，增幅 3.92%。钢厂库存最近
三旬累计增加超过500万吨，库存压力
明显加大。

受产业链库存压力加大等利空因素
影响，3 月份国内钢材市场遭遇滑铁
卢，钢价出现暴跌，商家冬储资源普遍
亏损严重。据西本新干线监测，3月初
的钢材指数为4330元/吨，随即小幅攀
升至4350元/吨，之后便进入持续下行
通道。截至 3 月 30 日，钢价已经跌至
3800元/吨，较3月初跌去530元/吨。

展望后市，指数报告认为，国内经
济运行良好，钢材需求保持稳定；环保
及去产能工作对钢材供应仍将形成抑
制。1 月份至 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7.9%，涨幅创去年8月份以来
新高。经济平稳增长韧性充足，对钢铁
行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

随着 3 月份国内制造业及钢铁业
PMI指数的双双回升，市场悲观预期将
逐步改善。指数报告分析认为，在各地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落地加快以及环保限
产政策发力的情况下，将持续带动钢材
需求回升，并抑制产量进一步回升，国
内供需形势改善。预计4月份国内钢市
将呈现震荡上涨走势。 （金豹）

钢铁PMI重回荣枯线上方 钢价有望震荡上涨

“宝武合并”第一年即摘得靓丽业
绩的宝钢股份，对于今年的行业走势保
持着谨慎的态度。去年，宝钢股份与武
钢股份完成换股合并，形成了一家拥有
5.7 万名员工的钢铁巨头，粗钢产量在
全球上市钢企中排名第三。

4月10日举行的宝钢股份年度业绩
发布会上，财务总监吴琨宗称，公司预
计今年中国钢铁需求同比有所下降，钢
价整体水平可能略低于2017年。去年，

中国粗钢产量8.3亿吨，同比增长5.7%。
在他看来，尽管全球宏观经济向

好，但中美贸易争端以及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的调控政策都将影响中国钢铁需
求。

宝钢股份今年计划销售商品坯材
4568 万吨，较去年微降 1%。吴琨宗
称，这项规划受到了部分产线技术改
造、停产等因素影响。与此同时，宝钢
股份将持续巩固优势产品的比例，其目

前占据着国内汽车板市场半数以上的份
额。

吴琨宗提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
级，会直接导致中国钢材出口量下降，
并且可能影响汽车、机械等钢铁下游企
业的出口量。意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
宝钢股份已组织管理团队研究对策。

宝钢股份董秘王娟称，美国232调
查引发的全球钢材贸易保护，会对宝钢
股份的出口业务带来一定的影响，其出

口至美国的钢材占总出口的 4%。去
年，宝钢股份共出口钢铁产品 383.9 万
吨，海外市场收入292亿元。

考虑到今年钢材价格面临的下行压
力，宝钢股份提出维持吨钢盈利水平相
对稳定的目标。公司年报提及，“中国
钢铁行业仍处在长周期的去产能和结构
调整阶段”。

（庄键）

今年中国钢铁需求如何？宝钢股份这样预测

钢铁是我国重要的产业之一，据了
解中国目前可能已经渡过了钢铁需求长
期拐点，而未来中国钢铁需求将如何演
变?支撑钢铁短期需求的几大因素又有
哪些呢?

美日触顶之后的中短期下滑主要由
经济危机引起。

次石油危机,其新屋开工面积降幅
达48.1%,导致同期的钢铁需求在9年内
降幅达43.9%。日本在1991年经历了房
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的汽车、建
筑、机械等需求大幅跳水,使得日本的
钢铁需求两年内下降19.9%。

美日触顶之后的长周期下滑可能是

由于人口和投资收益率导致的。
建筑业和制造业是钢铁需求的两大

下游。根据美日的经验,25~44岁置业最
适龄人口的触顶之后都会带来建筑需求
的触顶；此外,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收益呈现长周期的波动下行趋势,制造
业的海外转移成为趋势,导致本国的制
造业钢铁需求长周期下行。

中国可能已经渡过了钢铁需求的长
期拐点。

人口方面,我国的25~44岁的置业适
龄人口在2005年达到4.497亿人峰值,且
未来趋势向下。制造业投资方面,我们
认为中国目前尚未走到在机械和汽车领

域发生大规模产业转移的阶段,制造业
用钢仍有增长的可能。但我国的钢铁需
求是建筑用钢占主导,因此钢铁需求的
长周期拐点可能已经出现。

中国的钢铁中短期需求具有三大支
撑因素。

2016 年 底 我 国 的 城 镇 化 率 仅 为
57.4%,与主要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根
据美国 90 年代经验,城镇化率提升有望
提升建筑用钢需求；2016年以来的工业
增加值的同比回升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工
业有了实质性的触底反弹的向上动能,
即朱格拉周期已经具备了启动的基础；
我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尚未达到世界平

均水平,汽车产业仍处于增量发展阶
段。城镇化、朱格拉周期启动以及人均
汽车保有量的提升有望成为钢铁中期需
求的三大支柱。

未来5年的钢铁需求预测。
我们将政府的保就业需求作为出发

点,在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之
下,预计2017~2022年的钢铁需求量分别
为 6.73、6.70、6.61、6.56、6.44、6.39
亿吨。而经济如果发生系统性风险,则
政府会主动引导用钢量的提升,因此所
受影响也会小于美日。

（钟其望）

未来中国钢铁需求将如何演变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徐莉颖

春节后，受到高库存滞压叠加中美
贸易战隐患等多重利空因素影响，三月
份钢价曾出现大幅度回调。

钢材社会库存一度创出历史新高，
导致今年库存大量积压的原因有三：其
一，今年钢贸商对年后钢材市场趋势整
体看好，冬末春初进行了大规模的投机
性储备。这一点在春节后库存结构中有
明显体现，社会库存大幅度增长但钢厂
库存保持低位。受预期、利润和钢厂冬
储政策的吸引，钢贸蓄水池功能被再度
打开。其二，旺季需求启动未达预期。

3 月 15 日是采暖季限产政策的截止日，
长达5个月的环保政策不仅制约了供给
端的释放，也压制了一部分早春下游需
求的启动。再叠加两会因素，华北地区
多个城市在3月15日之前工地都处于停
工状态。其三，受成交不及预期的影
响，季节性因素较强的建筑钢材库存积
压直接爆表。统观年后钢材社会库存的
主要增幅，大多数由螺纹钢等建筑钢材
所贡献，板材的库存增幅有限。

因需求启动较晚，钢材社会库存在
今年3月中下旬才出现下降，但目前降
速正在加快。据兰格钢铁网数据显示，
近四周钢材社会库存的降速分别为
1.1%、4.1%、4.6%、5.4%。上上周，全

国29个重点城市钢材社会库存单周下降
86 万吨，创出近年来单周去库存最大
值。

库存的加速去化，说明市场需求正
在加快复苏。

从市场调研情况来看，工地在3月
15日限工令结束后开始动工，前期多停
留在土石方阶段，3月末开始恢复用钢
采购。另外，前期一些基建项目等“两
会”定调，各地方明确了今年建设项目
目标、工作任务之后，也陆续开始正式
采购。还有部分之前在高价位保持观望
的下游用钢企业，在钢价出现超跌后出
手备采。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数据监
测，3月份钢铁流通业PMI订单指数大

幅回升17.2个百分点，表明钢铁终端采
购量正明显回升。4 月 9 日，北京建材
市场每日成交量较前一日增加3200吨；
唐山型材厂每日出货量单日增加5.53万
吨；北方中厚板钢厂每日订单量环比增
加了5.76万吨。

目前基建和建筑业仍是用钢的主要
下游。考虑到今年的环保局势，预计年
内开工的月份可能被集中压缩在3月中
旬到10月中旬之间，因此需求采购也会
出现相对集中的现象。3月中上旬中钢
协统计的重点大中型钢企日均产量176
万吨，明显低于2月同期水平。预计在
市场需求如此强劲放量的表现下，未来
几周社会库存仍将快速下降。

春季需求强势复苏提振钢市 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印发关
于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部
门分工的意见，提出继续破除无效供
给。坚持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严格
执行环保、质量、安全等法规标准，
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今年

再压减钢铁产能 3000 万吨左右，退出
煤炭产能 1.5 亿吨左右，淘汰关停不
达标的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加大

“僵尸企业”破产清算和重整力度，
做好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置。减少无效
供给要抓出新成效。

国务院：今年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

今年以来，伴随钢材价格上涨，钢
材市场整体呈现“高盈利、高产出、高
库存和低需求”的特征。3月份开始进
入传统消费旺季，各地大规模基建投资
项目蓄势待发，对钢价形成较强支撑；
但由于下游需求释放的不确定性和环保
限产的“双刃剑”作用，下游需求也难
以大幅释放；安全环保政策继续加码、

“2+26”城市钢铁行业全部执行特别排
放限值和部分重点区域钢铁限产延长，
粗钢产量释放继续受限，大幅增长的预
期明显减弱。

“在目前的高盈利状态下，钢铁企
业更应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
好地满足社会对钢铁产品质量、寿命、
安全、环保、实用性的更高要求，坚持
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是企业的必然路
径。”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王大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主要效益指标大幅增长，出口下降

1～2月份，河北省钢铁行业主营收
入完成 1561.06 亿元，同比增长 5.03%，
占全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27.67%；利
润完成 98.40 亿元，同比增长 53.76%，
占全省工业利润的30.47%。

1～2月份，全省钢铁行业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率为 6.31%，同比提高 2.00 个
百分点。全省钢铁行业三项费用合计为
68.88 亿元，同比增长 28.86%，其中销
售费用 10.90 亿元，同比增长 15.10%，
管 理 费 用 33.8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3.50%，财务费用 24.17 亿元，同比增
长18.30%。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三
项费用为 4.4 元，同比上升 0.82 元。资
产负债率为65.48%，同比下降1.51个百

分点。
“效益的大幅增长，主要是源于行

业供需整体形势依然向好。从总体情况
看，今年经济开局良好，下游用钢行业
继续增长，钢材需求继续保持增长。”
王大勇分析认为。

1～2月份，全省出口钢材177.38万
吨，出口金额12.66亿美元(吨材出口价
格713.55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
降低了55.06%和32.87%，全省钢材出口
数 量 和 金 额 分 别 占 全 国 的 18.68% 和
14.93%。

1～2月份累计河北省钢材出口数量
排名第一；出口金额排名第三，低于江
苏省和山东省。

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近日，首批河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

试点单位名单公布，入选的6家单位中
由河钢牵头组建的“河北省钢铁产业智
能制造创新中心”“河北省钒钛新材料
制造业创新中心”榜上有名。

这是河钢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方面
取得的又一成果。河北省钢铁产业智能
制造创新中心将以长流程的钢铁冶金流
程为基本研究对象，借助先进检测技
术、机器人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提升企业智能制造水平。河
北省钒钛新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将进一
步提升钒钛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化应用
能力，拓展钒钛材料应用新领域，建设
多项钒钛资源清洁利用和钒钛高端材料
生产制备示范工程，促进钒钛产业链延
伸、新兴产业崛起和传统产业升级改
造。

“以河钢集团为代表，我省钢铁企

业正把创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动力。”王大勇说。唯有创新才能实现
高质量发展。当前形势下，创新已成为
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滚滚洪流和强大动
力。创新更是实现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
升级、建设钢铁强省的必由之路。应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钢铁制
造深度融合，推动钢铁工业的智能制
造；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创新
平台的引领作用，构建持续创新能力；
加快创新体制机制建设，营造促进创新
的政策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动
力；瞄准下游产业不断提高的产品需求
加大创新投入，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

把绿色发展作为主攻方向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政府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
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企业作为环境治
理体系主体，要大力推进绿色制造，降
低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实现
清洁生产，为打好蓝天保卫战做出新的
贡献。

“我省的钢铁企业多分布在城市，
钢厂要充分利用行业特点，发挥钢铁社
会资源消纳功能作用，积极为城市提供
社会化服务，与城市实现和谐共融发
展。”王大勇说。全行业都应积极参与
到污染防治攻坚战之中，加快推进先进
适用以及成熟可靠的节能环保工程技术
改造，确保能耗全面符合国家限额标
准、主要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继续组
织开展节能环保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打
破技术瓶颈，提升节能减排技术水平。

（贾芳）

绿色 高质量 钢铁企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在3月29日召开的“第十六届钢材
市场和贸易国际研讨会”上，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副会长迟京东在报告中对中国
钢铁行业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迟京东指出，2018 年对中国钢铁
行业来说是承上启下之年。今年我国经
济发展对钢铁生产、消费都有重要的支
撑作用，对此我们要充满信心。2017
年中国经济增长 6.9%，受基础设施建
设、房地产、汽车、装备制造、家电及
外贸出口等用钢支撑，国内钢材消费平
稳且小幅增长。2018 年我国经济增长
目标是 6.5%，铁路、公路、机场、城
市建设及汽车、家电、工程机械等用钢
有所增长，预计今年钢材消费需求仍将
以稳定为主，或略有增长的可能性较
大。

迟京东强调，中国钢铁行业有今天

向好的态势是来之不易的，世界钢铁行
业有今天向好的态势也是来之不易的，
我们要维护行业的平稳运行，而铁矿石
等大宗原燃料对钢铁行业平稳运行非常
重要。2017 年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
外依存度接近90%，供需之间一直存在
矛盾。一方面是中国铁矿石需求量大，
另一方面是铁矿石供应商中淡水河谷、
必和必拓、FMG和力拓这四大矿山高
度垄断，导致市场地位不对等。2017
年这四家矿山企业铁矿石产量占世界贸
易量的比重为72.5%，中国进口铁矿石
10.74 亿吨，对外依存度为 89%。这一
矛盾对两个行业的平稳运行均是不利
的。因此铁矿和钢铁行业要加强上下游
交流合作，在合作过程中解决供需方面
存在的问题，最终建立科学合理、互利
共赢的铁矿石供给体系。 （蓝鸽）

迟京东：今年钢材消费需求仍将以稳定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