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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目前市场依然存在强基建+稳地产的预期，且从公布的上半年经

济数据来看，这一预期仍在进一步强化。供应方面，受到原料价格上涨

挤压利润影响，钢材供应已经达到阶段性顶部区域，继续增长空间有限，

且从品种来看，铁水有从螺纹流向热卷迹象

今年的梅雨季季节时长超过往年同期，对需求的影响也比较大。

尽管浙江和上海都已经出梅，但南方很多地区依然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

抗击洪水、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等均会影响未来几周建筑工地的开工节

奏。而高库存特别是华东、华南地区的库存压力也会对市场形成压制。

目前主力合约 2010已经小幅升水华东现货，与华北地区贴水也

收窄至 100元以内，表明主力合约价格已经兑现了需求增量预期，后期

若要持续上涨，则需要实际需求恢复来进行配合，而我们认为实际需求

的恢复和需求预期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结论：螺纹钢价格中期向上态势不改。但就短期来看，价格调整

风险正在逐渐积聚，主要是由于洪涝灾害以及预计和高温天气的影响。

同时，目前主力合约价格已经反映了部分需求向好预期，后期若要持续

上涨，则需要实际需求恢复来进行配合，而我们认为实际需求的恢复和

需求预期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操作建议：10合约后期向下概率大于向上概率，可择机把握做空

机会，若 10合约开始下跌，则 01合约跟跌概率较大，后期亦可把握阶

段性做空机会。中期看，一旦后期螺纹钢启动二次去库则可考虑逢低买

入 01合约机会，而螺纹钢 1-5正套价差 100以内亦可考虑介入

风险因素：需求超预期恢复，铁矿继续大幅反弹



HTTP://WWW.QIHUO168.COM.CN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table_page]东海策略

正文目录

1. 需求向好预期支撑钢价走强.........................................................................................................................................................3
2. 需求韧性&供给瓶颈，中期螺纹钢走势仍偏强..........................................................................................................................3
3. 预期透支&淡季冲击，短期价格存在调整风险..........................................................................................................................4
4. 结论及投资建议.............................................................................................................................................................................5

图表目录

图表 1 螺纹钢主力合约期现价差走势..............................................................................................................................3
图表 2 螺纹钢和水泥现货价格走势对比..........................................................................................................................3
图表 3 房企资金来源与螺纹月度均价走势......................................................................................................................4
图表 4 基建投资及其资金来源变化情况..........................................................................................................................4
图表 5 螺纹钢周度产量季节性走势..................................................................................................................................4
图表 6 卷螺铁水流向及其价差走势图..............................................................................................................................4
图表 7 杭州地区螺纹钢库存季节性变化走势..................................................................................................................5
图表 8 螺纹钢周度供需平衡数据估算..............................................................................................................................5



HTTP://WWW.QIHUO168.COM.CN 3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table_page]东海策略

6月中旬以来，受到南方洪涝灾害和北方高温影响，螺纹钢需求总体呈现震荡回落态

势。 与之相反的是，螺纹钢价格则呈现出震荡偏强的走势，截止到 7月 20日，螺纹钢主

力合约收 3701元/吨，较 6月底上涨 136元/吨，涨幅 3.81%；上海三级螺纹钢价格报 3640
元/吨，较月初上涨 70元/吨，涨幅 1.96%。那么在梅雨季节即将结束之际，螺纹钢市场的

交易逻辑将如何变化，本文将对此进行简要梳理。

1.需求向好预期支撑钢价走强

4月中旬之后螺纹钢经历了两轮比较大的反弹，第一轮反弹是从 4月初到 6月中旬，

此轮反弹的主要是由疫情过后的赶工需求所带动，同期螺纹钢表观消费量增速基本维持在

15%左右。第二轮反弹是 7月初到现在，本轮反弹是在淡季背景下展开，更多的是基于未

来宏观面和旺季需求向好的预期的支撑。一方面，我们看到，二季度经济数据的持续好转，

增加了下半年市场对于经济复苏的预期，7月初以来，国内股市以及包括有色、化工在内

的大宗商品价格均有明显反弹，螺纹钢期货价格也跟随上涨。另一方面，在本轮价格反弹

的过程中，同属建筑材料的水泥价格则持续下跌，同时，螺纹钢现货价格的涨幅也明显滞

后于期货价格，螺纹钢主力合约与现货价格的贴水幅度一度从 6 月底的 3.91%收窄至

0.58%。

图表 1 螺纹钢主力合约期现价差走势 图表 2 螺纹钢和水泥现货价格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

2.需求韧性&供给瓶颈，中期螺纹钢走势仍偏强

目前市场依然存在强基建+稳地产的预期，且从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这一预

期仍在进一步强化。上半年国内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 1.9%，为年内首度转正；其他指标

也有所好转，6月份当月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 8.85%或 2277.53万平方米，增速较 5月加

快 6.3个百分点或 1743万平方米。考虑到 6月份当月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再度回升 12.15%,
且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持续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至少 4季度以前新开工面积不会出现明

显下滑。另外，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施工面积同比增长 2.6%或 2.04亿平方米，存量施工面

积的高基数也会对后期地产投资形成一定支撑。

基建方面，上半年广义基建投资同比下降 0.07%，较 1-5月改善 3.24个百分点；其中

6月份当月同比增长 8.36%，较 5月回落 2.5 个百分点。6月份基建投资增速的小幅回落

主要是由于南方洪涝灾害影响以及年中基建资金紧张所致。不过，从下半年来看，我们依

然维持基建投资稳步增长的判断。一方面，前期出台的财政政策仍在逐步落地中，近期财

政部再度向省级财政部分下达了新一批 1.26万亿地方专项债额度。另一方面，7月初，发

改委也宣布将在 2020年-2022年重点推进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总投资约 1.29万亿

元。那么随着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下半年基建投资有望二次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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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房企资金来源与螺纹月度均价走势 图表 4 基建投资及其资金来源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

在前期高需求的带动下，钢材供给也连创新高，6月份粗钢和生铁日均产量分别达到

305.27 和 255.45 万吨历史高位；6 月份当月螺纹钢产量也达到 2446.5 万吨，同比增长

6.3%。但我们认为目前钢材供应已经到达阶段性顶部区域，继续增长空间非常有限。一是，

目前高炉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已经连续数周位于 90%以上，其中高炉产能利用率最高接近

94%，从理论上讲继续增长空间非常有限。二是，经过前期原料价格大幅反弹后，目前螺

纹钢利润已经明显收窄，长流程企业螺纹钢利润为 100-200元/吨，电炉钢利润也处于盈亏

平衡附近，若后期原料继续上涨挤压钢厂利润的话，不排除有钢厂减产检修的可能。另外，

从品种上看，随着热卷利润超过螺纹，近几周铁水产量有有从螺纹流向热卷迹象，这里也

隐含了长流程螺纹钢产量见顶信号。

图表 5 螺纹钢周度产量季节性走势 图表 6 卷螺铁水流向及其价差走势图

资料来源：Mysteel、东海期货

3.预期透支&淡季冲击，短期价格存在调整风险

今年的梅雨季季节时长超过往年同期，对需求的影响也比较大。尽管浙江和上海都已

经出梅，但南方很多地区依然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抗击洪水、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等均

会影响未来几周建筑工地的开工节奏。另一方面，雨季过后还将面临高温天气的影响。且

从季节性数据来看，雨季结束后的 7-8月份螺纹钢表观消费量走势一般相对平稳，目前螺

纹钢表观消费量为 369.2万吨，预计 8月下旬之前消费量尽管可能会有所回升，但预计难

以回升至 6月初高点，及 450万吨左右的水平。

另外，高库存，特别是华东、华南的库存压力也会对市场形成压制。我们看到，伴随

着季节性需求的减少，进入三季度之后，螺纹钢库存开始触底回升，截止到 7月 17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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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螺纹钢库存总量为 1172.13万吨，环比回升 13.7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38.84
万吨。从区域角度来看，今年需求主要在华北地区，故该地区库存增量有限；库存压力主

要集中于华东和华南地区，以代表城市杭州和广州为例，目前杭州地区螺纹钢库存 108万

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40.5万吨，广州螺纹钢库存 96.1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32.52万吨，

且从当下基本面情况来看，未来几周内库存增加的状况可能不会得到改变。

图表 7 杭州地区螺纹钢库存季节性变化走势 图表 8 螺纹钢周度供需平衡数据估算

资料来源：Mysteel、东海期货

从我们估算的螺纹钢周度供需平衡表来看，自 6月初以来螺纹钢供需缺口（需求-供给）

持续 7周处于 0轴以下，表明最近两个月螺纹钢持续处于供过于状态。这也是 6月份螺纹

钢主力合约近一个月呈现横盘震荡走势的主要原因。而正如前文所述，7月以来螺纹钢主

力合约的反弹主要是基于宏观和需求旺季预期所致，表现为现货价格涨幅明显滞后于期货，

目前主力合约 2010已经小幅升水华东现货，与华北地区贴水也收窄至 100元以内，表明

主力合约价格已经兑现了需求增量预期，后期若要持续上涨，则需要实际需求恢复来进行

配合，而我们认为实际需求的恢复和需求预期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中间可能存在阶段

性调可能。

4.结论及投资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7月份以来，螺纹钢期货的反弹更多是由于宏观面及旺季需求向好预

期支撑所致，而当前基本面则处于相对偏弱状态。对于后期走势，从中期来看，由于下半

年强基建+稳地产预期进一步强化，且螺纹钢供应到达阶段性顶部，所以下半年螺纹钢价

格向上态势不改。但就短期来看，价格调整风险正在逐渐积聚，虽然南方部分地区梅雨季

节即将结束，但仍有许多省份受到洪涝灾害影响，且雨季结束后高温天气也会对建材需求

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螺纹钢未来几周增库态势将继续延续。同时，目前主力合约价

格已经兑现了需求增量预期，后期若要持续上涨，则需要实际需求恢复来进行配合，而我

们认为实际需求的恢复和需求预期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操作上来看，10合约更多体现当下高库存、低需求的逻辑，后期向下概率大于向上概

率，所以一旦出现技术上的顶部信号可以把握做空机会，若 10合约开始下跌，则 01合约

跟跌概率较大，后期亦可把握阶段性做空机会。10-1价差存在阶段性收缩可能。

01合约后期则更多体现中期需求向好和供给收缩的预期，一旦后期螺纹钢启动二次去

库则可考虑逢低买入机会，而螺纹钢 1-5正套价差 100以内亦可考虑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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