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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矿

凛冬或至
摘 要
1、纵观三季度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低迷的工业数据加速了人们对于经济放缓
的担忧，令商品价格承压，工业金属价格预期被多次下调。预计四季度将继续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短期政策刺激力度仍有进一步加大的可能，但是宏
观经济以及下游工业金属需求难以出现实质性的亮点，价格易跌难涨。
2、10 月份钢材市场在供给向下、需求向上的预期下供需矛盾有望趋于平缓，价
格短暂企稳的概率增大，11、12 月份需求季节性走弱，其中 11 月份为年内季节性需
求低点。四季度钢材在需求难以出现实质性亮点的情况下，价格易跌难涨，预计后期
将呈现炉料与成材相互拖累的螺旋式下跌，操作上建议后期仍以逢高抛空为主，10
月份螺纹不建议低位追空。
3、四季度矿石供应将明显承压，三季度的反弹行情夭折将是大概率事件。考虑
到四季度矿石供应压力加大、港口库存预计走高以及钢厂陆续开始减产，操作上建议
矿石逢高抛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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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三季度行情回顾

1.1. 三季度钢价迭创年内新低
2015 年是钢铁行业如履薄冰的一年，如果说上半年的行情走势一度让钢铁行业感到阵
阵寒意，那么三季度的走势对于钢铁行业来说则无异于凛冬将至的预报。三季度的钢价走势
主要有三个阶段：1、文华财经螺纹钢指数从 2161 点开始启动，在本身基本面疲弱不堪以
及股市暴跌的市场恐慌情绪从股市蔓延到期货市场上这两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螺纹钢指数
于 7 月 8 号首次下探至年内次低点 1907，这是三季度第一波较大的下跌行情，跌幅达 254
点。2、伴随着今年 7 月 9 号的股市反弹，市场情绪缓慢得到修复的同时，钢价开始逐渐得
到修复。市场情绪的修复是钢价反弹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在于“阅兵蓝”的炒作。阅兵蓝
对钢铁行业的影响可类比去年年底的 APEC 蓝，影响钢铁行业产能大约 400~600 万吨，在
供给短期减少的预期下钢价出现了一拨不到 200 点的反弹。钢厂限产炒作告一段落之后，市
场的关注点开始转移到工地停工上，在需求遇冷与股市又一轮下跌之际，钢价应声下跌，几
乎回吐了之前的全部反弹。3、阅兵蓝炒作结束之后，进入传统的金九银十，但旺季不旺，
在需求低迷与经济疲弱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螺纹钢指数持续震荡筑底，价格进入一字头。截
止 9 月 25 日，螺纹钢指数为 1876 点。
表 1.1.1：螺纹钢指数涨跌状况
时间

7.1

7.8

8.3

8.25

9.7

9.25

点位

2161

1907

2143

1920

1907

1876

涨跌幅

--

-11.8%

12.4%

-10.4%

-0.7%

-1.7%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南华研究

注：涨跌幅为后面一个日期点位相对于前一日期点位的涨跌幅度。
图 1.1.1：黑色金属产业链历史相对走势回顾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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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黑色产业链的相对走势来看，除了铁矿石以外，产业链其他品种呈现出震荡筑底
的态势，这是有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需求低迷的行业本质所决定的，这在后面的基本面分析
中会有详尽的阐释。而铁矿石三季度则走出了触底反弹的迹象，矿石 09 合约在距离交割月
到期大约三个月左右开始出现了一波逼仓行情，多头巧妙借力于基差修复以及短期供需失衡
这两个因素开展反攻，助力铁矿石期货反弹，与上半年 05 合约的逼仓如出一辙，因此，整
个三季度基本呈现出矿强钢弱的格局。

1.2. 现货由贴水转为升水
第三季度以来螺纹钢期价迭创年内新低，钢材现货价格整体重心下移，但是期现货价格
之间走势的不同步决定了期现价差的变化。
从期现价差的走势及其季节性来看，自 2011 年进入大宗商品熊市的长周期以来，三季
度的现货普遍升水于期货，且基差相对较为稳定，三季度的基差呈现出整体走高的态势。我
们对比 2015 年以来的基差走势后发现，今年期现价差呈现出两波明显相似的反弹，分别发
生在一季度末和三季末中，但这两次反弹的背后均受到环保突发事件的影响，属于由热点事
件驱动的基差修复行情，且均是在环保事件事件前一个月左右开始行情的启动。对于环保突
发事件的影响，通过对比去年 11 月份的 APEC 蓝、3 月下旬的唐山环保炒作以及三季度的
“阅兵蓝”以及业内相关的调研后我们发现，这类事件主要有以下规律：1、这类事件一般
会在关键限产期前一个月左右发出通知；2、下游的钢铁企业一般会在事件前半个月左右开
始进行原材料的补库，包括烧结矿等。3、一般在事件前 3-5 天钢铁企业会根据天气情况关
停 30~50%的高炉。
图 1.2.1：现货由贴水转为升水

图 1.2.2：三季度期现价格涨跌幅

资料来源：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南华研究

从三季度期现货市场的涨跌幅来看，三季度期货领跌，现货市场上华北地区跌幅较深，
三季度下跌 190 元/吨，跌幅达 9.1%，其次是华南地区，华东地区相对跌幅最小。华北地区
现货市场的相对低迷与三季度期间的阅兵以及该地区的消费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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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基本面逻辑

2.1. 四季度宏观经济弱稳运行
2.1.1. 四季度宏观政策力度偏稳
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与钢铁行业往往呈现出高度的同周期性，这与我国处于加速工业化
的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关系，钢铁行业通过其生产和库存影响发电量，进而会影响到工业增加
值以及整个宏观经济，而整个宏观经济以及房地产等对钢铁行业的需求则具有直接的影响，
因此，梳理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对研究黑色金属产业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纵观三季度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低迷的工业数据加速了人们对于经济放缓的担忧，令
商品价格承压，工业金属价格预期被多次下调。从 8 月的与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以及财新 PMI 的走势来看，9 月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下半年经济跌速跌破 7%将是大
概率事件。9 月财新制造业 PMI 初值降至 47.0，低于市场预期的 47.5，创 09 年 4 月以来新
低，在历年同期中也是最低值，指向制造业景气继续恶化。9 月以来发电耗煤同比由正转负，
环比大幅负增，工业经济回落几成定局。政府近期出台多项措施，截至 9 月底，今年共批复
铁路公路项目总投资达 8863.63 亿元。然而，稳增长政策显效需要一定时间，且效果将取决
于政策落实的程度。10 月的钢铁消费量有望好转，但总体需求依然偏弱。
预计四季度，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
加大基建批复力度，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预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
紧适度，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
增长。

2.1.2. 地产销售与投资背离
房地产市场是钢铁行业的主要下游之一，三季度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是对今年黑色需求打
压最为严重的领域。今年三季度，房地产市场可谓是喜忧参半，在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8.26
央行双降等一系列地产刺激政策之下，房地产市场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亮点，但 8 月份地产投
资与销售的背离却让四季度的地产走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预计四季度房地产市场政策进
一步放松的可能性较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8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 95182 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 16.8%，降幅与 1-7 月份持平。此外，同期商品房销售面积 69675 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7.2%，增速比 1-7 月份提高 1.1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48042 亿元，增长 15.3%，
增速提高 1.9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三季度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以下的特点：1、房地产销售从年初以来持续转
好，按照惯例，地产销售领先于新开工 6 个月，但是三季度的房地产新开工数据依旧跌幅较
深，跌速趋缓。房地产市场对于下游钢铁行业的需求传导周期开始拉长，6 个月的传导期限
已经是过去的数据了，施工面积对于下游钢铁需求的引导意义要大于新开工及销售。2、开
发商并未因资金回笼速度的加快而加大房地产开发投资。销售与投资的背离，开发商投资热
情的削减也许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地产销售的持续好转或许只反应了大规模资本 6 月以
后涌入楼市，推升了资产价格。3、房地产销售的持续回暖并没有导致市场对黑色金属需求
的预期有所好转，基差四季度季节性走高，表明期货的贴水程度四季度或有所加深，整体市
场的预期依旧较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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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销售的持续回暖并未传导至新开工，传导周期拉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2.1.2：销售回暖带动地产商资金回笼加快，销售与投资背离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2.2. 钢材供需格局追踪
2.2.1. 四季度钢材供应预计走低
从第三季度的走势来看，我们对于今年粗钢产量见顶的判断基本无虞，钢材中长期矛盾
依旧是产能过剩与需求疲弱的冲突。通过梳理三季度钢材的开工率、利润及库存情况，我们
发现三季度的钢铁行业供需格局及价格走势主要有以下特点：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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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亏损或成为钢铁行业的新常态，钢铁行业陷入囚徒困境。整个三季度钢铁行业基本
处于亏损的状态，据我们测算及监控的数据显示，整个三季度中 8 月份是钢铁行业盈利最好
的月份，其主要归因于阅兵蓝这一热点事件导致的供给短暂性趋紧，而且即便是盈利最好的
8 月份，以河北地区为代表的钢厂也有 200 元/吨的亏损，这意味着亏损已然成为钢铁行业
的新常态。钢铁行业俨然已经陷入了囚徒困境，市场的减产预期一度落空，钢厂主动减产的
概率很小，谁都不愿意成为第一个倒下的，多数减产是由阅兵蓝等环保突发事件引起的被动
性减产。
图 2.2.1： 亏损或成为钢铁企业新常态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2.2.2：钢厂库存压力大，资金链紧绷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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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个三季度经历了两波较为明显的金融系统风险，在钢价本身疲弱的情况下，其市
场走势更容易因市场恐慌情绪的渲染而破位下跌，其在整个商品市场中一度是最弱的品种。
宏观政策的刺激对于钢材需求的拉动效应逐渐弱化，钢价急跌慢涨的特性越发显著。
3、9 月份后钢铁行业的盈利状况不断恶化，预计进入四季度钢厂迫于现金流压力开始
减产，但下游需求四季度难以出现明显改善，市场供需两弱的情况下预计不会出现三季度类
似的暴跌，但整体市场缺乏反弹的理由及空间，在去产能完成之前难以出现实质性的反弹。
从钢铁行业的现状来看，钢厂为现金流而生产，其停产甚至减产与短期的盈亏并无直接
的相关性，通过统计过去几年钢厂减产的原因后发现，钢厂主动减产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一种是因银行抽贷和长期亏损导致的现金流枯竭，一旦停产就意味着市场份额的失去；还有
一种则是由于钢厂库存压力过高导致的资金占用压力较大，后面这种情形出现的主动减产较
为普遍，类似于 2013 年年初发生的两次减产，均是由于钢企库存持续走高导致的资金压力
过大引起的。今年三季度从 8 月底开始钢厂高炉开工率持续上扬，需求疲弱依旧，传统的金
九并未给国内钢市带来一丝丝惊喜，重点钢企的库存也在缓慢的爬升，因此钢厂忍痛生产。
按照我们分析的逻辑，进入四季度，考虑当前亏损较为严重，预计钢厂将会进行主动减产，
预计钢材 10 月份的供应压力将会有所下滑，
重点钢企粗钢产量估计在 200-210 万吨/天左右，
四季度钢材产量的减少预计对上游炉料的需求形成挤压。

2.2.2. 四季度需求难现实质性改善
观察钢材需求的季节性我们可以发现，钢材的需求一般呈现出二、三季度好于一、二季
度的走势，从月份上看是 3~5 月份是年内高低，9、10 月份为年内次高点，相对而言，11
月份是年内低点，需求较为平淡。比较近几年的需求走势发现，今年钢材的需求不及 2013、
2014 年份，略高于 2012 年，与 2010 年走势较为类似，四季度需求弱稳，难以出现大的波
动
图 2.2.3： 钢材需求的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整体而言，在没有大规模政策性利好刺激的情况下，下半年钢材需求大概率弱于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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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考虑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且地产销售回暖传导至新开工及投资尚需时间来验
证，因此从总量上看四季度钢材需求出现实质性反弹的概率不大，大概率维持 7、8 月份的
低迷态势，预计 9、10 月份略微较高，11、12 月份较为低迷。

2.2.3. 四季度铁矿石供应压力增加
今年以来铁矿石价格累计下跌 20%，因低成本矿石产量增加，中国的这类原料需求又
增长乏力。但是，从铁矿石三季度的价格走势来看，铁矿石是整个黑色产业链中表现最强的
品种，这与三季度矿石的供需矛盾短暂性趋缓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图 2.2.4：三季度矿石过剩缺口有所收窄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四季度外矿供应压力大
从四大矿山的年度发货量目标以及上半年的发货量情况来看，四季度矿石供应压力增
加，且 Roy Hill 定于今年 10 月份开始装船发货，该项目年产量有望靠近 5500 万吨，花旗
预计明年上半年铁矿石价格将跌破 40 美元/吨。另外， 9 月份澳洲矿山的发货量明显高于
前期，从澳洲运往中国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在下游钢厂减产预期不断增强的情况
下，10 月份铁矿石的供应压力将明显增加，铁矿石三季度的反弹行情即将夭折，四季度铁
矿石期价承压，弱势震荡概率大。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8 月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环比明显减少至 7421 万吨，较 7
月创下的年内最高值下滑近 14%，今年前八个月，铁矿石进口同比微跌 0.2%，至 6.13 亿
吨。进口萎缩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伤害了国内的铁矿石需求。
9 月 27 日当周澳大利亚铁矿石发货量为 1632.5 万吨，周环比增加 50.9 万吨；其中发
往中国 1400.2 万吨，周环比增加 122.1 万吨，这部分矿石也将于 10 月份到达中国，且 9
月份来自巴西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发货量明显高于今年前期水平，供应压力压力不可小觑。
另外，四季度港口库存预计较三季度有所回升，港口库存的年度高点也许会出现在四季
度。因外矿供应压力加大，而 10 月下游钢铁企业的旺季需求已被证伪，钢铁企业因长期亏
损减产预期不断增加，钢厂正在不断降低矿石的入炉品位，四季度需求端的继续萎缩将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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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事件，四季度矿石供需矛盾料高于三季度，预计矿石的进口利润将有所下降。
图 2.2.5：8 月份铁矿石进口萎缩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2.2.6：9 月份铁矿石发货量明显高于上半年，处于相对高位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2、四季度内矿供应弱稳
整体来看，三季度内矿供应比较平稳，四季度矿石供应预期将稳中回落。从内矿的开工
率及库存来看，随着三季度矿石的反弹行情，国内矿山的开工率和国内钢厂的铁精粉库存表
现出较高的同步性，三季度内矿供应量稳中小幅回升。随着三季度末铁矿石反弹行情的夭折
以及钢厂减产的到来（排除大规模减产的情况），内矿的供应预期后小幅下降，内矿对进口
矿的替代也会持续进行，但国内矿山的生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内矿对进口矿的替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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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缓慢的过程。
因此，我们预计在四季度进口矿供应压力加大、进口矿供应弱稳、港口库存或回升至年
内高点以及钢厂减产预期或不断坐实的情况下，四季度铁矿石价格易跌难涨，承压下行的概
率较大，预计四季度矿石的价格在 300~400 之间波动的概率较大。
图 2.2.7：三季度内矿供应平稳，减产动力不足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2.2.8：内矿替代外矿持续进行中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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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基本观点和策略

3.1. 基本观点
四季度宏观经济弱稳运行，经济增速保 7 压力较大，短期货币政策刺激力度有进一步加
大的可能，基建批复也会明显加快，大宗商品四季度跌势料趋缓，但是排除大规模政策性刺
激的情况下，四季度下游需求没有太大的亮点，黑色金属产业链难以出现实质性的反弹。整
体而言，黑色金属产业链四季度弱势下行的趋势难以改变，在季度初钢厂出现减产迹象且范
围将进一步扩大的预期下，钢材供需矛盾或短暂得以缓解，但是供需矛盾会转嫁到上游，四
季度铁矿石拖累钢材继续下行的压力或将加大，钢铁行业凛冬将至。
后市预期能否转好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房地产市场销售的转好能否有效的传导至后期
的新开工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上，另外四季度钢厂的减产幅度和以及持续性也决定了四季度
钢价能否阶段性触底。

3.2. 策略建议
3.2.1. 单边策略
操作上我们建议四季度继续逢高抛空钢矿，其中 10 月份钢材出现反弹的概率较大，11
月份之后弱势运行的概率大，四季度重点单边逢高抛空铁矿石为主，当前位置不建议继续追
空螺纹钢。
品种/合约

方向

入场价位

目标价位

止损价位

RB1601

空

1950-2000

1750-1800

2100

I1601

空

380-400

325

410

3.2.2. 跨期策略
图 3.2.1：矿石 1-5 价差

图 3.2.2：螺纹 1-5 价差

资料来源：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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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的跨期主要是以螺纹和铁矿石多 01 空 05 的反套，重点推荐矿石多 01 空 05 合
约，持有至 10 月下旬。
品种/合约

手数配比

入场区间

目标位

止损位

螺纹多 01 空 05

1:1

-20--0

30-50

-30

矿石多 01 空 05

1:1

10-20

40-50

0

第 4章

风险提示

4.1. 宏观和政策风险
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市场美联储 12 月开始加息的预期较高，如果一旦市场出现
较大的政策风险或者发生类似于三季度的系统性风险恐慌事件，对于不利的头寸要及时严格
止损。
另外，类似于阅兵蓝等环保突发性事件对黑色金属也会有较大的影响，由此类事件驱动
的环保事件的炒作将会影响钢材的短期供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平抑钢价的跌势。

4.2. 房地产及基建的波动
虽然房地产销售的转好并未带动地产商的开发热情，但是新开工跌速明显收窄，尽管传
导周期拉长，但如果房地产市场销售持续回暖并带动新开工触底回升，那么对黑色的中期需
求及预期将形成利好。
另外，三季度基建批复明显加快，如果四季度基建施工落实超预期，那么也会对钢材的
需求产生较好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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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74-87273868
郑州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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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7-89971808
传真：0577-89971858
北京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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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3556906
传真：010-63150526
哈尔滨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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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营业部
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429 号天汇园一幢 B 座 3 层
电话：0571-87839600 传真：0571-83869589
天津营业部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41 号大安大厦 A 座 802 室
电话：022-88371080；88371089
南华期货（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232 号
电话：00852-28052978 传真：00852-28052978
广州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8 号时代广场东座 728-729 室
电话：020-38806542 传真：020-38810969
永康营业部
浙江省永康市丽州中路 63 号 11 楼
电话：0579-89292768
余姚营业部
浙江省余姚市舜达西路 285 号中塑商务中心 3 号楼 1601 室
电话：0574-62509001 传真：0574-62509006

大连营业部
大连市沙口区中山路 554D-6 号和平现代 B 座 3-4 号（11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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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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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5-85095800 传真：0575-85095968
慈溪营业部
慈溪市开发大道 1277 号香格大厦 711 室
电话：0574-63925104 传真：0574-63925120
青岛营业部
青岛市闽江路 2 号国华大厦 1 单元 2501 室（266071）
电话：0532-85803555 传真：0532-80809555
上海虹桥营业部
上海虹桥路 663 号 3 楼
电话：021-52585952 传真：021-52585951
沈阳营业部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51 号新港澳国际大厦 15 层
电话：024-22566699
芜湖营业部
地址：芜湖市中山北路 77 号侨鸿国际商城 908 室
电话：0553-3880212 传真：0553-3880218
重庆营业部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亚太路 1 号亚太商谷 2 幢 1-20
电话：023-62611619
传真：023-62611619
太原营业部
太原市迎泽区解放南路 2 号景峰国际 25 层
电话：0351-2118016
普宁营业部
广东省揭阳普宁市流沙镇“中信华府”小区 1 幢门市 103-104 号
电话：0663-2663886

厦门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96 号之二钻石海岸 B 幢 2104-2107 室
电话：0592-212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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