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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产业链信息综述 

日期 螺纹钢库存 

(万吨) 

铁矿石港口库存  

(万吨) 

RB400 20mm 

(元/吨) 

62% 品 位 进 口

铁矿石 (元/吨) 

10.18 457.62 12812 3960 516.61 

10.25 435.92 12840 3980 520.27 

11.01 431.37 13183 3940 497.41 

11.08 414.84 13348 4030 520.26 

变化 -16.53 +165 +90 +22.85 

数据采集周期调整为周四-本周三，敬请关注。 

截至 11 月 8 日当周，全国螺纹钢周度报于 414.84 万

吨，较上周再度回落 16.53 万吨。铁矿石港口库存截至 11 月

8 日当周报于 13348 万吨，较上一周期大幅增加 165 万吨。

螺纹钢现货价格报于 4030 元/吨，环比上周上涨 90 元/吨，

与期货主力合约的升水超 300 元/吨；62%品位进口铁矿石价

格报于 520.26 元/吨，较上周的 497.41 元/吨大涨 22.85 元/

吨。截至 11 月 8 日当周，河北高炉开工率报于 70.99%，较

上周小幅回落 0.14 个百分点，全国高炉开工率报于 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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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的 66.03%则小幅回升 0.32 个百分点。 

消息面： 

唐山市发布 2017-2018 年采暖季钢铁行业错峰生产方案

概要，错峰生产时间：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共 120 天。其中,截至 2016 年底前已采用低品位工

业余热实施城镇供暖的钢铁企业错峰生产时间延长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错峰生产依据：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据

污染排放绩效标准，对钢铁企业现场核查、评估，按百分制

量化打分，按照得分结果将钢铁企业分为绿、黄、红三类，

大于 60 分为绿色区、40-60 分为黄色区、40 分以下为红色

区，分别执行不同的停限产措施。分解落实错峰生产任务：

原则上全市高炉炼铁产能限产 50%，但综合考虑钢铁企业低

品位工业余热城镇供暖情况，全市采暖季高炉炼铁产能限产

任务为 1821 万吨。（网易财经） 

10 月，中国 CPI、PPI 涨幅超过预期。CPI 同比增长

1.9%，预期 1.8%，前值 1.6%，创过去 9 个月以来新高，非

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上涨明显； PPI 同比增长 6.9%，预期

6.6%，前值 6.9%，超出市场预期，PPI 环比上涨 0.7%。其

中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8.4%，环比上涨 0.9%。PPI

继续保持上月高位，为过去 7 个月来最高，生活资料价格上

涨最大。（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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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10 月份铁矿石进口量较

前月创下纪录的高位下降近 23%，进口量降至 7949 万吨，

而 9 月份达到 1.0283 亿吨；1-10 月份进口量同比增长

6.3%，达到 8.96 亿吨。（中国海关数据） 

2.供求关系评述 

随着环保政策趋紧，河北地区钢厂提前限产，高炉开工率

连续两周维持年内低位，螺纹钢社会库存连续三周回落，现

货价格连连攀升，升水期价超 300 元/吨，因此螺纹期价走势

仍趋于乐观。焦化企业利润大幅回吐，河北地区焦化限产的

力度开始趋紧，半数焦企出焦时间延长至 48 小时，焦煤、焦

炭现货库存低迷，期价如期超跌反弹，但现货价格始终受钢

厂制约。铁矿港口库存回升，抛压仍较重，而现货价格坚

挺，期价疲弱，预期行情一般。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主力 1801 合约 11 月 3 日-11 月 9 日五个交易日报

收三阳两阴格局，交投重心小幅回升，区间整体小幅收涨

3.35%，振幅 6.65%。期价开盘于 3638 元/吨，最高上探

3832 元/吨，最低触及 3593 元/吨，收盘于 3760 元/吨。成交

量 784 万手，较上周的 1313 万手大幅缩减 529 万手；持仓

量仅 185 万手，较上周缩减 51 万手，量能显著受挫，同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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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正逐渐移仓远月。 

表 2  11 月 3 日至 11 月 9 日当周螺纹 1801 合约成交情况统计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涨跌 波幅 成交量 持仓量 

3638 3760 3832 3593 +3.35% 6.65% 
784 万手（-

529万） 

236万手

（-51 万）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K 线及均线分析 

图 1 螺纹 1801 合约日 K 线 

 

螺纹 1801 合约 11 月 3 日——11 月 9 日五个交易日报

收三阳两阴，本周暂获 3600 点一线支撑，交投重心震荡上

移，其中周一站上短期均线、周四拉升一度冲高至 3800 点之

上，反弹暂承压于 60 日线附近，技术指标 MACD 显现红

柱，量能持续缩减，主力移仓远月，尽管周内反弹近 200

点，仍大幅贴水现货 300 元/吨。现货库存连续三周下滑，螺

纹期价存有较强支撑，阶段反弹需求强烈，若 5 日均线突破

60 日线，则有望再次上探 4000 点一线。以短多持有为宜，

破 5 日线（3700 点）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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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螺纹 1801 合约周 K 线 

 

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从周线来看，螺纹 1801 合约在上周减仓缩量收小阳线，

暂获 20 周均线支撑后，本周螺纹高开高走收中阳线，站上 5

周和 10 周均线，技术指标 MACD 绿柱微弱，下行趋势暂

缓，在 3500-3600 区间支撑下，或延续小幅走高。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随着环保政策趋紧，河北地区钢

厂提前限产，高炉开工率连续两周维持年内低位，螺纹钢社

会库存连续三周回落，现货价格连连攀升，升水期价超 300

元/吨。本周螺纹高开高走收中阳线，站上 5 周和 10 周均

线。整体而言，螺纹期价走势仍趋于乐观。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螺纹 1801 合约反弹暂承压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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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线附近，量能持续缩减，主力移仓远月，尽管周内反弹近

200 点，仍大幅贴水现货 300 元/吨。现货库存连续三周下

滑，螺纹期价存有较强支撑，阶段反弹需求强烈，若 5 日均

线突破 60 日线，则有望再次上探 4000 点一线。以短多持有

为宜，破 5 日线（3700 点）离场。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多单持有。  

激进操作：逢低短多。  

止损止盈：多单以跌落 3700 点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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