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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报告为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提供特定客户使用，不适用于非特

定客户。 

摘要： 

上周螺纹冲高回落，随后弱势整理。基本面方面，供给压力依然在

逐步加大，需求端暂无起色。4月份钢铁行业PMI各分项指标同样印证此

状况。对于后市需求，政策面对于房地产的刺激将会延续，住建部最新

提出的“棚改货币化”也会对消化房屋存量起到积极作用。成本方面，

铁矿石近期表现强势，一方面因为前期价格的深跌使得停产矿山逐步增

加，供给压力缓和；另一方面，美元高位遇阻回调，矿价获得支撑。预

计5月份钢价将会以震荡整理为主，上方压力2430和2470。如果房产刺激

政策和货币宽松连续发力，上方空间或将进一步打开（目标2600）。下方

可参考前低2260附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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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行情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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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现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截止 4 月 30 日，螺纹钢期货主力合约较现货（上海三级螺纹钢 20mm）升水 45 元/吨，随

着节前铁矿石涨势放缓，螺纹钢反弹力度受到限制，期货升水较前一周有所降低。若节后

反无重大利好支撑，升水会在 150-200 附近受到强烈压力。 

期货月间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截止 4 月 30 日， 1510 合约较 1505 合约升水 167 元/吨，较上周上涨 86 元/吨。1601 合

约较 1510 合约升水 34 元/吨，较上周增加 7 元/吨。05 合约进入交割月，自然人客户不能

持仓。01-10 合约价差有望继续扩大，从历史上五月份两者合约价差走势来看，100 附近

有较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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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钢坯

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截止 4 月 30 日，螺纹钢期货主力合约与唐山 Q235 钢坯价差为 325 元/吨，与上周相比增

加 32 元/吨，增加 10.92%。 

螺纹钢-铁矿

石比价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截止 4 月 30 日，螺纹钢铁矿石期货比价为 5.7195，较前一周上涨 0.0237，上涨 0.42%。

从两者近期比价上看，当铁矿石价格位于 50 美元上方时，呈现出钢强矿弱格局；而当铁矿

石下破 50 美元后，海外各大矿山表现出减产压力，矿价抗跌性较强，转而变为钢弱矿强。

从当前情况来看，追多钢厂利润风险较大，可考虑在 5.0 附近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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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据中钢协最新数据，4 月中旬全国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172.28 万吨，较上一旬增加

1.65%。4 月中旬全国粗钢日均产量 228.50 万吨，环比增长 0.21%。Mysteel 预估 4 月下旬

全国粗钢产量环比上涨 1.91%。 

开工率方面，截止 5 月 1 日，全国高炉开工率为 87.15%，较前一周增加 0.27 个百分点；

唐山地区开工率为 91.56%，较上一周降低 0.65 个百分点；河北地区开工率 90.48%，环比

增加 0.32 个百分点。开工率整体上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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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5 月 1 日，螺纹钢社会库存为 652.19 万吨，较上周末下降 17.57 万吨，减少 2.62%；4 月

中旬旬重点钢企库存为 1667.60 万吨，较 4 月上旬增加 20.80 万吨，增加 1.26%。钢厂库

存压力依然较大。 

需求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 16650.64 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8.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9 个百分点，再创新低；房屋新开工面积

23723.6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45%，降幅继续扩大。政策面持续吹暖风，各地陆续出

台“松绑”公积金政策，预计二季度政策刺激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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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5%，增速较前两个月降低 0.4 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已公布的数据中，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同比增速扩大 2.04 个百分点以外，制造

业放缓。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同比下降 12.3%，降幅较今年前两个月巨幅扩大 7.9 个百

分点。 

数据来源：百年建筑网-中信建投期货 

上周（4 月 20 日-4 月 26 日），华东地区工程项目中标 623 个，较前一周大幅增加 212 个；

中标金额增加 47.63%至 139.5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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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利润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根据测算，扣除资金成本，500-1000 万吨钢厂螺纹钢成本为 2300 元/吨，按照三级螺纹钢

石家庄价格 2400 元/吨计算，加上约 100 元/吨的资金成本，钢厂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状态。

据 Mysteel 统计，上周全国 163 家样本钢厂盈利占比 58.28%，较前一周下降 1.23%。河北

地区 72 家样本钢厂盈利占比 61.11%，较前一周下降 2.78 个百分点。 

宏观政策 

1.4 月全国钢铁业 PMI 指数小幅回落至 48.5% 

2.住建部推“棚改货币化” 

解读：钢铁行业 PMI 小幅回落，仍旧处于荣枯线下方。分项指标显示，生产力度逐渐加大，

而需求持续低迷，供需矛盾依然突出。政策上，住建部在棚改会议上要求地方政府逐步提

高棚户区改造过程中的货币化补偿安置比例。随着货币补偿安置比例的提高，释放出的购

房需求将对房地产起到一定托市效用，有助于巨量房屋存量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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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走势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技术面上，螺纹钢近期呈现宽幅震荡、略微偏强态势。截止 4 月 30 日，持仓排名前 20 名

多头持仓 753,370 手，空头持仓 990,544 手，净空持仓 237,174 手，较上前一周减少 40,641

手。MACD 交出金叉后延续偏强走势，5 日均线和 10 日均线向上发散，但 20 日和 60 日均

线依然偏弱。期价反弹过程中受到黄金分割线 2430 和 40 日均线双重压制后有所回调。整

体上，当前行情处于震荡阶段，上方关注 2430 和 2470 压力，下方支撑 2300 和 2260。 

结论与操作建议 

上周螺纹冲高回落，随后弱势整理。基本面方面，供给压力依然在逐步加大，需求端暂无

起色。4 月份钢铁行业 PMI 各分项指标同样印证此状况。对于后市需求，政策面对于房地

产的刺激将会延续，住建部最新提出的“棚改货币化”也会对消化房屋存量起到积极作用。

成本方面，铁矿石近期表现强势，一方面因为前期价格的深跌使得停产矿山逐步增加，供

给压力缓和；另一方面，美元高位遇阻回调，矿价获得支撑。预计 5 月份钢价将会以震荡

整理为主，上方压力 2430 和 2470。如果房产刺激政策和货币宽松连续发力，上方空间或

将进一步打开（目标 2600）。下方可参考前低 2260 附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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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中信建投期货力求准确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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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7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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