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面狙击 ——螺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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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3 月中旬，2176.89 万吨的天量螺纹钢库存令人乍舌；两个月后，库存降至 1226.35 万吨，跌幅近半，
其背后是周均近百万吨级的降库速度，该降速如同库存再度创造历史。高库存曾是今年上半年始终压制螺
纹钢价格上涨的最重要因素，但如果乐观的以 90 万吨/周的降库速度估算，到 6 月第三周即可恢复往年正
常水平；若以周均下降 5.5%的速度估算，则 7 月第二周可实现同比“零”增长。将两种方法粗略合并，6
月底即可恢复正常。与之相伴的是流通商火爆的成交量和终端环节全面开工。即，需求端是对复工复产的
完美诠释！反观供应环节，螺纹钢产量已增至 380 万吨/周以上，距去年高点仅差 0.9 万吨/周，而去年高
点已是过去数年峰值，且高炉和电弧炉开工情况也恢复至往年高位，短期瓶颈已遇，上升空间不大。
在外围环境和生产工艺不变的情况下，螺纹钢产量提升空间不大，需求端依然乐观且极具想象力，意
味着螺纹钢从基本面上摆脱颓势，重新向好。尤其是摆脱了天量库存这一最大利空因素后轻装上阵，期货
盘面更易受到多头青睐。在操作思路上可由“恐高症”向“攀登者”转变。在本篇专题发布时，螺纹钢已
受到铁矿石裹挟，出现较大涨幅，除了极个别高风险偏好者尝试外，我们更倾向于心怀多头思维，等待做
多时机。做多时机的到来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一是传统需求淡季带来的价格回调；二是“两会”对房地
产和基建的实际政策不及预期；三是全球新冠疫情或中美贸易战导致的资本市场短期剧震；四是螺纹主力
换月时带来的 10-1 价差过度偏离。具体操作上，投资者可在螺纹钢调整时根据当时的技术形态分批建仓 10
月合约；或根据主力合约换月过程中尝试 10-1 正套。

【风险提示】
后期降库速度不及预期；全球疫情再度严重导致全面经济危机；中美贸易战对峙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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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降库速度高于往年，高库存压力渐成过去时
2176.89 万吨！这是 2020 年螺纹钢截至目前的最高库存量（剔除非统计库存），较去年
的最高点 1359.25 万吨高 60%，比过去四年库存顶峰的均值高 75%。该数据一度成为螺纹钢达
摩克里斯之剑、阿喀琉斯之踵，始终是令价格承压的最重要因素。该库存出现在 3 月 12 日当
周，两个月后的 5 月 14 日，螺纹钢已降至 1226.35 万吨，较高点下降 44%，且已跌入去年峰
值以内。其背后是每周百万吨水平的降库速度，极低值也在 90 万吨/周以上。相比 2018 和 2019
年每周 58.68 万吨和 36.35 万吨的去库速度，今年的去库效率远超市场预期。假使我们做乐观
预测，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去库速度能保持在 90 万吨/周水平，则 6 月第三周即可恢复到往年同
期水平。换一种方法，我们以百分比做推测，今年螺纹钢降库以来的环比降速在 5%-8%不等，
其中三次 5%、三次 6%、一次 7%、二次 8%，按照往年随着时间推移降速减缓情况，我们剔除掉
7%和 8%，并且乐观的维持 5%-6%的降速，即 5.5%来推算，则 7 月第二周可恢复至往年同期水
平。综合两种情况，螺纹钢库存或在 6 月底至 7 月初完全恢复正常，而在三月份我们做推算是
到 7 月中下旬恢复到去年高点 1360 万吨，可见今年去库速度远超往年。倘若一个月后螺纹钢
库存同比“零”增长，天量库存压制价格的论据便不攻自破。
图 1 螺纹钢总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 中钢期货

二、流通环节火爆，复工复产完美呈现
抛开库存，再说流通环节。以我们跟踪的 237 家流通商螺纹钢成交量来看，2 月份春节后
为 2278 吨，2 月底恢复到 48350 吨，较春节后增长 20 倍；3 月底 188124 吨，月环比增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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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5 月底 253700 吨，月环比增长 35%；5 月 18 日 309300 吨，较 4 月底增长 22%。进入 5 月
后，两度出现 30 万吨/日以上的历史最高成交量。同比方面，2 月份春节后同比下降 84%、3
月底同比降 64%、4 月底同比降 8%、5 月底同比转正至 8%、5 月 18 日同比升至 20%。可见，自
二月中下旬开始反复提及的复产复工在钢铁流通环节得以完美体现。
图 2 流通商螺纹钢成交量（单位：吨/日）

数据来源：MYSTEEL 中钢期货

三、终端赶工带动需求，硬需求才是真道理
高流通和库存快速消化意味着极高的需求水平，这一点从我们跟踪的表观需求量上也得到
印证。今年的极端值出现在春节后，这和往年无异，但随后的回升却引人侧面。螺纹钢表观需
求量自 4 月中旬超过往年后，持续运行于历史最高水平，5 月 14 日当周达到 472 万吨，按照
过去几周的变化看，不排除触及或站上 500 万吨水平。
图 3 螺纹钢表观需求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 中钢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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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需求向好可从下游相关行业得到佐证。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4 月份
挖掘机销量 45426 台，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60%；1-4 月累计销售 114056 台，同比增长 10.5%。
据第一商用车网数据，4 月份重卡销售 18 万辆，创历史最高单月销售记录，同比增 52%；1-4
月累计销售 45.4 万辆，同比增 2.2%。由以上两项数据可推算出终端需求已全面启动，不但恢
复到往年同期，甚至因赶工等原因超过历史同期。
图 4 挖掘机销量（单位：台）

数据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WIND 中钢期货
图 5 重卡销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第一商用车网 中钢期货

四、 供应端已现瓶颈，产量增长后劲不足
反观供需另一端的供给，虽然在节后也是“V”型反转，但已显得后劲不足。截至 5 月 14
日当周，螺纹钢产量上升 12.33 万吨至 381.31 万吨/周，继 4 月下旬超过去年均值后，离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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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值 382.21 万吨/周仅差 0.9 万吨。而 2019 年的 382.21 万吨/周是近 4 年的最高单周产量，
大幅高于 2016-2018 年。开工率方面，截至 5 月 14 日当周，全国高炉开工率 70.44%，同比上
升 2%；离去年最高开工率 71.69%仅差 1.7%。根据富宝资讯统计数据，5 月 14 日当周 49 家独
立电炉厂开工率 67%、产能利用率 67.1%，两项环比略降。随着废钢价格的不断上升，电弧炉
端利润下滑，其产量短期或同样见顶。从产量绝对值、高炉开工率、电弧炉开工率三个层面看，
螺纹钢产量或已见顶，后期不排除高位运行，即使有上升空间，已不足以构成新的供应压力。
图 6 螺纹钢产量（单位：万吨/周）

数据来源：MYSTEEL 中钢期货
图 7 49 家独立电炉厂废钢日耗（单位：万吨/日）

数据来源：富宝资讯 中钢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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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70 家长流程钢企废钢日耗（单位：万吨/日）

数据来源：富宝资讯 中钢期货

五、 总结
由以上供需两端看，需求旺盛、供给遇瓶颈，螺纹钢从基本面上摆脱颓势，重新向好。尤
其是摆脱高库存压力后轻装上阵，期货盘面更易受到多头青睐。在操作思路上可由“恐高症”
向“攀登者”转变。在我们本篇专题发布时，螺纹钢已经受到铁矿的裹挟，出现较大涨幅，除
了极个别高风险偏好者尝试外，我们更倾向于心怀多头思维，等待做多时机。做多时机的到来
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一是传统需求淡季带来的价格回调；二是“两会”对房地产和基建的实
际政策不及预期；三是全球新冠疫情或中美贸易战导致的资本市场短期剧震；四是螺纹主力换
月时带来的 10-1 价差过度偏离。具体操作上，投资者可在螺纹钢调整时根据当时的技术形态
分批建仓 10 月合约；或根据主力合约换月过程中尝试 10-1 正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