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上涨为主基调

高度不宜过于乐观
—— 2012 年 2 月钢材分析报告

内容导读：虽然 2 月份螺纹钢下游需求启动缓慢，但是

螺纹技术形态向好，短期存在整理需求，中期处于上升

春节期间社会库存增幅较小、钢价处于底部区域、铁矿

趋势中。具体到 RB1205 合约，笔者认为，2 月份交投重

石有望继续稳中小涨及市场期望“开门红”的心态，将

心将继续上移，以上涨为主，但对于高度不宜过于乐观，

促使螺纹期货价格以上涨为主。但钢材价格大幅的上涨

运行区间 4260-4400。

还有待于后期终端需求的真正好转。从技术分析角度看，

【1 月份行情回顾】
一、期螺盘面走势回顾

图 1 螺纹主力 1205 合约 1 月份“震荡上行”
且突破 4250 一线

2012 年 1 月份，受到元旦及春节假期影响，全月仅
有 15 个交易日。1 月份，受到天气因素影响，螺纹下游
需求疲弱；但受春节放假及钢厂安排检修等因素影响，
产量也有所下降，整体供需关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宏
观因素上，虽然惠誉下调意大利等五个欧元区国家主权
信用评级，但因美国经济数据良好、欧元区领导人表示
私营投资者有关解决希腊债务危机问题的协议已经成
型、美联储将 0-0.25%的低利率水平至少维持到 2014 年
下半年，市场风险偏好回暖，投资者信心提振。受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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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螺纹主力 RB1205 合约 1 月份交投重心继续
上移，整体呈“震荡上行”走势，且 17 日成功突破其自

二、螺纹周边市场表现

10 月下旬以来的震荡区间上沿——4250 一线，并上破

就周边市场表现看，1 月份除螺纹指数（现货）略
4300 关口，创下 4347 的月内最高点，月末报收于 4297， 有下跌外，其他各相关指数均出现小幅的上扬。现货价
较前一月上涨 87 点，涨幅 2.07%。仓量方面，受春节假 格回落、期货价格上扬使得期现倒挂现象得到缓解；铁
期影响，螺纹指数 1 月份资金关注度明显降低，持仓量

矿石价格上扬为螺纹价格提供成本支撑。

较 2011 年 12 月份减少 12.2 万手至 56 万手，成交量减
少 674.8 万手至 695.3 万手。
表 1 钢材相关指数 1 月份表现
1 月份收盘

月涨跌幅度

历史最高

历史最低

螺纹指数（期货）

4299

+2.13%

5130

3450

螺纹指数（现货）

170

-1.4%

223.5

82

进口矿指数

141.5

+0.93%

211.7

72.5

国产矿指数

162.1

210.9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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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从螺纹指数与铁矿石、钢坯、螺纹现货的比值来看，

从螺纹期现价差走势来看，1 月份价差延续自 2011

1 月份，各比值均较 2011 年 12 月末出现上升；与另外两

年 10 月份以来“逐步回落”的走势，期现倒挂现象进一

比值走势相比，螺纹指数与铁矿石的比值增幅最小。我们

步得到缓解，
目前价差已经回落到 2011 年 8 月份的水平；

可以得出，1 月份钢坯、铁矿石、现货价格对螺纹期货价

且从期货价格、现货价格两者走势来看，期货价格近几

格的支撑作用均减弱，但铁矿石价格对螺纹期货价格的支

个月走势明显强于现货价格，期货价格正逐步向现货价

撑作用要高于其他两者对期货价格的支撑力度。

格靠拢。

图 2 螺纹指数（期货）与矿石、钢坯比值均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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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螺纹期现价差继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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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影响因素分析】
一、螺纹钢需求启动缓慢 贸易商“开门红”心态

图4

房屋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同比连续回落

助推钢价上扬
从螺纹钢下游需求来看，一方面，按照传统规律，
每年清明节前后螺纹钢下游需求会有明显的启动，而农
历 1、2 月需求虽将有所恢复，但仍将处于年内低位，
因此今年 2 月份，需求恢复仍将是极为缓慢而艰难的过
程，对价格拉升作用尚有限；另一方面，考虑到今年春
节时间较早，节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受低温天气的困扰，
也不利于建筑施工的展开；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2011 年 12 月，直接代表螺纹钢使用需求的房屋新开工
面积同比继续回落，且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也出现连续
回落，国家房地产调控不放松，开发商开发热情受到明
显抑制，对于建筑用钢形成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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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贸易商心态来看，春节后的拉涨意愿较为
强烈，“开门红”符合多数商家的预期，这或将推动钢
价出现小幅的上扬。选取 2005-2011 年我的钢铁网螺纹
月度指数春节前后数据，统计发现，近 7 年间，除 2006
年螺纹指数持平、2009 年春节后较节前下跌外，其他 5
年春节后钢价均较春节前上涨。

表 2 “我的钢铁网”螺纹月度指数春节前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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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7-2012 年春节前后螺纹钢社会库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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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库存春节增速处于历年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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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商家拉

涨价格积极性

三、铁矿石价格稳中小涨

为钢价提供成本支撑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 2012 年 1 月 29 日，全国

自 2012 年 1 月份以来，在节前备货及主要港口压港

螺纹钢社会库存为 665.94 万吨，为连续第五周回升。

等因素助推下，铁矿石现货价格开始小幅攀升，截至 2

考虑到春节长假及前后一段时间内市场基本无交易，

月 3 日，63.5%的印粉国际交易价格为 148 美元/吨，较

螺纹钢社会库存上升乃情理之中的事。

元旦前上涨 5 美元/吨，62%的澳粉指数为 143，较元旦

图 5 螺纹社会库存连续五周回升

前上涨 6 个点。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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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国际交易价格小幅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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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期

对于 2 月份铁矿石价格走势情况，笔者认为其稳中

间螺纹钢社会库存增幅为 14.35%，为自 2007 年以来的

小涨为大概率事件。这主要是由于：（1）根据 Mysteel

历史次低位水平，仅略高于 2009 年的 14.04%，且目前

统计，1 月 5 日-1 月 11 日，巴西、印度铁矿石发货总量

的库存水平已经处于 2011 年春节后的库存水平附近，

在 1133 万吨，环比减少 530 万吨。其中澳洲发货 699

商家库存压力较小，将增强其拉涨价格的积极性。

万吨，环比减 195 万吨；巴西发货 345 发货，减少 295
万吨；印度发货 90 万吨，环比减少 39 万吨。而近期海
运费大幅下滑也表明铁矿石海运贸易量有所减少（巴西、
澳洲部分矿区和港口遭遇飓风暴雨），进口矿资源供应
量将有所减少。（2）2 月份正值国内矿山生产的传统淡
季，国内铁矿石的生产供应也将出现下滑。（3）从钢厂

原材料库存来看，据 Mysteel 统计全国中小规模的 55

五、螺纹钢生产持稳

对钢价影响呈中性

家样本钢厂来看，进口矿平均库存天数为 39 天，国产矿

根据我的钢铁网调查的全国 64 家钢厂春节期间的

平均库存天数为 18 天（这里指的是烧结用的库存），库

生产情况来看，样本钢厂螺纹钢、线材产线的正常日均

存水平偏低，钢厂春节节后有补库需求，将对市场起到

产量分别为 45.42 和 25.68 万吨，其在春节期间的日均产

一定带动作用。（4）三大矿山的铁矿石生产成本在 120

量为 39.87 和 21.82 万吨，
开工率分别为 87.8%和 84.97%。

美元/吨左右，加上 20 美元/吨的铁矿石运输成本等费

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地区钢厂在春节期间

用，铁矿石合理的价格是在 140 美元/吨左右，而目前铁

虽然存在检修、减产现象，但整体产量依然维持在偏高

矿石的国际交易价格正接近 140 美元上方，这将对铁矿

水平，以螺纹钢 39.87 万吨的日均产量来看，其月产量

石价格构成明显的支撑作用。

可达 1200 万吨左右。

考虑到 2 月份铁矿石市场受到气候因素影响其供

图 8 样本钢厂春节期间总体生产情况（单位：万吨）

应将偏紧，而国内钢厂又存在着原材料补库需求， 这将
推动铁矿石价格的上行，从而为钢价上行提供成本支撑。

四、期现价差回归 促进钢价易涨难跌
自 2011 年以来，螺纹钢市场期现倒挂的现象一直存
在，但从 2011 年 10 月中下旬开始，期现价差开始回落。
截至 2012 年 2 月 1 日，上海地区马钢三级螺纹钢现货价
格与螺纹主力合约结算价格差值为 338.865 万吨，已经
回落到自 2011 年以来的均值水平（353.78）下方，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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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春节期间各地钢厂的建筑钢材库存来看，

远高于自 2010 年以来的均值水平（168.15）和自 2009

除两家样本钢厂库存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他钢厂库存均

年螺纹钢上市以来的均值水平（95.84），现货价格为期

出现上升，其中螺纹钢总量上升 36.46 万吨，线材总量

货价格提供支撑，后期期货价格仍存在继续向现货价格

上升 13.86 万吨。

回归的需求。

图 9 各地区样本钢厂春节期间库存增量（单位：万吨）

图 7 上海地区马钢三级螺纹钢价格与螺纹
主力合约价差走势

数据来源：My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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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各大钢厂螺纹钢生产情况来看，螺纹钢产量

较小、钢价处于底部区域、铁矿石有望继续稳中小涨及

变化幅度不大，其对钢价影响呈中性，市场关注的焦点

市场期望“开门红”的心态，将促使螺纹期货价格以上

依然集中在下游需求的启动情况。

涨为主。但钢材价格大幅的上涨还有待于后期终端需求

综合上述四点基本面分析，笔者认为，虽然 2 月份

的真正好转。

螺纹钢下游需求启动缓慢，但是春节期间社会库存增幅

【技术分析】
从螺纹指数日线图来看，目前钢价已经突破前期上

图 11 螺纹指数周线走势

升三角形的上边界，且下方受到均线系统支撑；均线系
统中除 5 日均线横向延伸外，其他均线均发散向上排列；
从 MACD 指标来看，快、慢线开口向上，目前为横向延
伸。由日线我们可以得出，短期钢价存在整理的需求，
但从中期来看，钢价处于上升趋势中。
图 10 螺纹指数日线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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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螺纹指数月线图来看，1 月 K 线收一带有上下影
线的小阳线，全月高点及低点为连续三月上移；目前钢
价上方面临前期上升趋势线的压力；5 月均线由前期的
向下运行转为横向延伸；KD 指标显示，K 线开始上交 D
线，表明钢价后期上行或整理的概率较大。
图 12 螺纹指数月线走势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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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螺纹指数周线图看，目前钢价运行至前期上升趋
势线及 0.382 的黄金分割位附近，该处将存在一定的反
复需求；虽然 20 周均线依然是向下运行，但钢价已突破
该均线，后期继续向上的概率较大；从 MACD 指标来看
FF0C 快慢线形成金叉后开口向上运行，红柱增长，技术
指标向好。由周线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短期钢价遇到前
期上升趋势线、0.382 的黄金分割位及 20 周均线位置的
重重压力，存在修正需求，但整体趋势为向上。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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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三方面的技术分析，笔者认为，螺纹技术
形态向好，短期存在整理需求，中期处于上升趋势中。

【2 月份市场展望】
虽然 2 月份螺纹钢下游需求启动缓慢，但是春节期

技术形态向好，短期存在整理需求，中期处于上升趋势

间社会库存增幅较小、钢价处于底部区域、铁矿石有望

中。具体到 RB1205 合约，笔者认为，2 月份交投重心将

继续稳中小涨及市场期望“开门红”的心态，将促使螺

继续上移，以上涨为主，但对于高度不宜过于乐观，运

纹期货价格以上涨为主。但钢材价格大幅的上涨还有待

行区间 4260-4400。

于后期终端需求的真正好转。从技术分析角度看，螺纹

【1 月份钢材市场大事记】
1 月 1 日，沙钢出台其 1 月上旬建筑钢材出厂价格，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2 月国内粗

螺纹钢、高线、盘螺价格均维持不变。Ф16-25mmHRB400

钢产量为 5216 万吨，同比增长 0.7%，12 月日均产量为

螺纹出厂价格为 4500 元/吨。

168.26 万吨，较上月增加近 2 万吨。1-12 月粗钢产量达

1 月 5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12 年理事（扩大）

到 68327 万吨，同比增长 8.9%。12 月生铁、钢材产量分

会今天(1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

别为 4801 万吨和 7107 万吨，分别增长 3.7%和 6.0%。
1-12

长朱继民预测：从国内外市场需求看，初步预计，在钢

月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62969 万吨和 88131 万吨，同

材进出口量折合成粗钢保持净出口的情况下，2012 年中

比增长 8.4%和 12.3%。

国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为 7 亿吨左右，增长 4%左右。
1 月 9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11
年 12 月下旬重点统计会员企业粗钢日均产量为 145.46
万吨，旬环比下降 3.87%；预估 12 月下旬全国粗钢日
均产量为 162.64 万吨，旬环比下降 2.38%。

1 月 21 日，
沙钢出台其 1 月下旬建筑钢材出厂价格，
螺纹钢、高线、盘螺价格均维持不变。Ф16-25mmHRB400
螺纹出厂价格持稳为 4500 元/吨。
1 月 30 日，中钢协数据显示，1 月上旬全国粗钢日
均产量 169.06 万吨（按 2012 年 8 亿吨粗钢产能计算的

1 月 11 日，
沙钢出台其 1 月中旬建筑钢材出厂价格， 粗钢产能利用率约为 77%处于历史同期价低水平），环
其中，螺纹钢价格不动，高线下调 70 元/吨，盘螺下调

比 12 月下旬上升 6.41 万吨或 3.94%，几乎回到两年前

60 元/吨。Ф16-25mmHRB400 螺纹出厂价格持稳为 4500

的 10 年 1 月上旬日产量 167.21 万吨的较低水平；
比 2011

元/吨。

年平均水平 186.13 万吨低 9.17%。

中钢期货研究发展总部：王奕琳
办公电话：010-62688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