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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钢 材

□我的钢铁网 钢材事业部 金雄林
在期货大幅下跌、需求不及预期、

钢厂下调厂价、整体成交不畅等因素的
影响下，9月中上旬钢价先扬后抑，数
据显示，9月21日20毫米HRB400螺纹
钢均价为4169元/吨，较8月底下跌15
元/吨，跌幅0.36%。那么，对于9月下
旬走势，建筑钢材市场究竟会如何运
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简单分析：

1.钢厂补库不积极，铁矿石易跌难涨
9 月 21 日我的钢铁网 62%澳洲粉矿

价格为 64.75 美元/干吨，周环比下跌
6.45 美元/干吨。数据显示，15 日我的
钢铁网统计全国45个港口铁矿石库存为
13261万吨，较上周五减少129万吨，日
均疏港总量 295.6 万吨。大连港、天津
港因到港偏少致库存降幅明显；山东主

港到港小幅恢复，降幅趋缓。随着到港
增加和钢厂限产，四季度港口库存仍将
回升。另悉，我的钢铁网统计澳矿巴西
矿发货量：9月4日至10日，澳洲、巴
西铁矿石发货总量2309.1万吨，环比增
加37.5万吨。其中澳洲铁矿石发货总量
为1624.5万吨，环比增加96.9万吨，发
往中国 1338.3 万吨，环比减少 39.4 万
吨；巴西铁矿石发货总量为 684.6 万
吨，环比减少 59.4 万吨。数据同时显
示，我的钢铁网统计北方六港到港量：
9月4日至10日，中国北方六大港口到
港总量为1094.7万吨，环比减少55.4万
吨。预计 9 月澳矿到港环比增加 400 万
吨，巴西矿到港环比减少100万吨。

据了解，15日我的钢铁网统计64家
样本钢厂进口矿平均可用天数 28.0 天，

环比两周前增加0.1天，国产矿平均可用
天数 9.9 天，环比两周前持平。综合计算
库存总水平为 26.1 天，环比两周前增加
0.2 天。目前钢厂补库并不积极，在“十
一”前未见明显补库需求，加之当前钢厂
利润较高，库存需求仍以高品粉矿及块
矿球团为主，但部分钢厂陆续接到环保
限产通知，预计对铁矿需求有所下降，因
此，短期现货价格难以有较强支撑。

2.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库存呈现上
升态势

近期环保部网站发布了《关于开展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的通
知》，拟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
月 4 日，派出 102 个巡查工作组进驻京
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26”所有

城市及所属县 （市、区），其中包括山
东的 7 个城市，开展为期 4 个月的日常
化巡查工作。由此可见，环保检查继续
加码，可能在9月末完成基本摸底，由
各地经济和信息委员会、发改委、环保
局等进行摸底，之后制定政策明细。有
传闻，2018 年 1 月 1 日开征排污税，意
味着后期环保指标很可能细化。就当前
情况而言，环保可能对需求的影响大于
供给的影响，数据显示，环保对下游需
求的影响在 20%～30%之间，个别城市
达50%，砂石厂、搅拌站、施工工地均
受影响，甚至连养猪厂、服装厂、汽车
配件厂都受到影响。

从我的钢铁网监测的库存数据来
看，9 月 21 日全国 139 家钢厂厂内建材
库存总量为 284.23 万吨，周环比增加

7.90万吨，全国35个主要城市建材库存
总量为583.10万吨，周环比减少5.87万
吨，总计库存增加2.03万吨，进一步印
证需求不及预期。

3.北材提前南下，南方销售压力加大
由于当前广州市场价格相对较高，

故北方材积极往广州发货，广州库存呈
现出大幅增加态势。数据显示，9月21
日广州主要仓库建筑钢材库存为74.3万
吨，周环比增加8.54万吨，较8月底增
加 23.25 万吨，年同比增加 12.43 万吨。
考虑到北材南下有利可图，且利润尚
可，预计今年北材南下力度较大，先冲
击华南地区，再冲击华东地区，最后中
西部地区。

4.厂商心态不佳，降库意愿强烈
21 日沙钢出台 9 月下旬价格政策，

对螺纹钢下调 100 元/吨、盘螺上调 50
元/吨、高线上调50元/吨，并对上期螺
纹补70元/吨，意味着钢厂对后市不看
好。操作方面，由于今年国庆节前下游
终端备货积极性偏低，加之国庆放假8
天，库存势必增加，因此，厂商降库意
愿强烈，降低风险情绪渐显浓厚。

综合来看，虽然短期政策炒作愈加
频繁，但影响将逐渐衰竭，利多尽被消
化，市场开始关注库存增加的情况和冬
季取暖、环保检查需求下滑的利空预
期，市场价格下跌也在反映这种预期。
库存正在被动积累，至少目前来看，除
非有超预期的政策出台，否则现货没有
反弹动力。基于此，笔者相对悲观看待
9月下旬建筑钢材行情，认为价格或弱
势运行。

9月下旬建筑钢材价格将以弱势运行为主

由于传统的“金九”旺季消费需求并
未有明显的释放，市场观望气氛浓重，国
内现货钢市小幅下行。铁矿石市场的成
交也有转淡的趋向，矿价稳中趋降。

据最新市场报告，国内现货钢价综
合指数报收于 154.6 点。由于受到钢坯
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商家的报价便出
现了松动。价格趋跌，终端的观望情绪
趋重，市场成交较为清淡。由于钢材期
货市场快速下挫，现货钢价也随之下
行，但由于商家整体的销售压力尚属有

限，加之主导钢厂继续挺价，使得现货
价格跌幅明显小于期货。

在建筑钢材市场上，价格小幅下
跌。上海、杭州、济南等地吨价一周下
跌10元至100元。目前，市场信心受到
一定影响，商家的出货意愿较强。目前
来看，在钢厂产量和库存双增的情况
下，市场资源投放量较为充足，而“金
九”的旺季需求表现不及预期，势必使
钢市进入弱势震荡的格局中。

在板材市场上，价格总体下跌。热

轧板卷价格跌幅相对较大，上海、杭
州、广州等地吨价一周下跌20元至170
元。目前市场需求整体偏弱，成交稍有
萎缩。一些商家认为，库存水平相对并
不太高，加上成本的因素，因此也不愿
意以过低的价格来销售。中厚板价格震
荡偏弱，上海、京津冀、沈阳等地吨价
一周下跌10元至100元。成交走弱的迹
象明显，下游需求短期内尚未有放量的
苗头。

铁矿石市场稳中趋弱。在国产矿市

场上，河北地区铁精粉价格基本稳定，
钢厂采购基本正常。进口矿价格先涨后
跌。随着市场对今年四季度钢厂环保限
产预期的增强，铁矿石市场的压力在逐
渐增大，不少钢厂前期补库较多，近期
转为观望，成交转淡。

相关机构分析认为，目前钢材的社
会库存仍在持续攀升，旺季需求改善的
预期到目前为止并未实现。市场关注的
焦点已转移到需求低迷的层面，钢价下
行的压力加大。 （李荣）

国内现货钢材和铁矿石价格双双下行

近日，北京、天津、邯郸、济南等
城市相继发布“停工令”，北京市除了
国家重点工程之外，从 10 月到明年 3
月，秋、冬季停止各类土石方作业。

市场普遍预期，建筑行业的“冬季
政策”会令后续钢价下跌。

兰格钢铁网首席分析师马力对媒体
分析称，除了“停工令”之外，钢铁价
格还受到原材料焦炭价格的影响。他判
断钢价将出现先降后升的可能，并且不
同品种将涨跌不一。

马力称，钢厂的库存现在处于中低
甚至偏低水平，基本上为 1200 万吨左
右，是近几年相对较低的水平。

从钢铁需求端来看，投资增速在回

落，尤其是进入8月投资增速回落有加
快迹象。而7、8月的高产量，使得近期
建材品种库存增加，从400万吨增长到
470万吨。

再加上秋冬建筑行业的停工预期，
马力分析认为，建筑钢材的价格很有可
能在“十一”长假之后吨价出现200～
300元的回落，但不太可能出现大幅下
降。

“10 月中下旬以后，尤其 11 月初，
除了影响钢价的政策以及常规因素，还
有焦炭供给逐渐短缺，市场还是有可能
止跌出现反弹的，不排除价格再创今年
新高的可能性。”马力说。

去年，钢材价格大涨最主要的原因

是成本推涨，因为焦炭限产，价格大幅
度上升，吨价从 1000 元涨到 2000 元左
右。

根据中国环保部的政策，今年“2+
26”城市的焦炭生产从10月开始，总体
限产30%，涉及约一百家企业，焦炭产
能为1.6亿吨。“整体限产30%，每月会
减少400万吨焦炭产量，对应钢材的原
料需求，可能会影响到 800 万吨铁产
量。”马力说。

在这种情况下，钢价有可能止跌反
弹。

“2+26”城市是指京津冀大气污染
传输通道，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
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

水、邢台、邯郸；山西省太原、阳泉、
长治、晋城；山东省济南、淄博、济
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河南省
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
作、濮阳。

马力补充，限产政策以及环保政策
对于各个钢材品种的影响很有可能出现
分化走势，对不同品种产生的影响不一
样。

“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厚板，接下来
是热轧卷板系列，对于螺纹钢线材的影
响最小。”马力说，“环保政策整体对于
建筑钢材价格的影响基本上是中性的。”

（周小飏）

多地发布“停工令” 钢价或先降后升

□兰格钢铁经济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陈克新

主要因为大幅“补涨”告一阶段，
钢材价位有了很大提升。受其影响，今
后钢材行情将会进入“慢牛”格局。钢
材市场“慢牛”行情具有几大表现：一
是价格涨幅趋缓，即年度钢材平均价格
涨幅在3%左右，一般不会超过5%，远
低于现今钢材价格 5 成以上的涨幅水
平；二是表观消费增幅回落；三是粗钢
与钢材实际产量增势放缓；四是铁矿石
等冶炼原料进口减速。

虽然今后钢铁市场进入“慢牛”阶
段，平均价格涨幅温和，但上述市场基
本面利多与利空因素并存，市场两大对
立力量继续激烈博弈，各种热点炒作题
材不断，因此今后钢材市场仍然演绎

“短周期”行情，价格走势的“过山
车”或者“V型”反转，并不会因为钢
材市场的“慢牛”格局而完全消失。由
此可见，今后钢材市场的“慢牛”格
局，同样伴随着巨大震荡。也就是说，
在全年钢材平均价格涨幅低于 5%的框
架内，不排除某个时间段内(月度、季

度)钢材价格，比如螺纹钢期货价格涨
跌幅度超过5%，甚至达到10%、20%的
可能。近段时期螺纹钢期货价格的较大

幅度的跌落，反映的就是这种宽幅震荡
趋势。

“慢牛”格局中所以出现宽幅震荡

行情，首先在于钢材市场中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比如钢材“冬储”、天气变
化、环保限产等等。现今影响钢材市场
行情的最大题材，主要是环保限产。如
果老天不帮忙，即将到来的冬春两季缺
风少雨(雪)，雾霾集聚不易消散，限产
力度一定会加大，致使供应趋紧，其对
价格上涨推动势必超出预期。目前来
看，环保限产具有更加严格趋势，因此
刺激钢铁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社会库存
也出现继续数周增加。

其次是期货庄家的赚钱需求。由于
基本面依然不错，前期钢材及黑色系列
商品价格大跌属于技术性调整，盘面依
然处于庄家掌控之中，因为商品价格，
尤其是期货价格不能总是一直上涨，这
样庄家就赚不到钱了。庄家往往都是两
面下注。因此赚大钱需要的不是一直上
涨，而是宽幅震荡。价格总是上涨，风
险越来越高，盈利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而主动让价位下行，就为今后的买进做
多提供了空间，也为今后的价格上涨提
供了空间。这也印证了“慢牛”行情不
排斥价格宽幅震荡。

钢市“慢牛”不改 价格宽幅震荡

“老黑粗”的钢铁行业正在迎来质
的转变。人工智能进行钢材质检，“智
能钢包”的应用推广，让传统行业插上
智慧的翅膀，节约了经济成本，提升了
生产效率。

在日前召开的 2017 百度云智峰会
上，百度云宣布与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首自信)达成合作，用人
工智能进行钢材质检。在活动现场的测
试环节，百度云ABC一体机对10000张
钢材图片进行现场预测。最终，百度云
的钢板缺陷分类模型的预测结果为：正
常9714张、红皮281张、褶皱3张、孔

洞2张。百度云的钢板缺陷分类模型的
准确率达 99.98%，与人工专业检测结
果十分接近。

不仅是首钢，宝钢也与百度云合作
了“智能钢包”应用。百度云与宝钢借
助人工智能物联网，对传统钢包进行智
能化改造。宝钢通过“智能钢包”的推
广应用，平均降低出钢温度 10℃，可
以节约能源成本 70 亿元，钢包烘烤能
效下降 50%，大约可以节约 150 亿元，
提高生产效率、杜绝恶性安全事故等间
接经济效益更是不可估量。

（韩元佳）

人工智能进入钢铁行业
节约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今年前8个月，我国钢材出口额与
进口额均有所增长。9月份本应是建筑
钢材销售的旺季，但其价格却呈现持续
震荡走势。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今年 8 月
份，我国钢材出口量652万吨，出口金
额318.6860亿元。今年1~8月，我国钢
材累计出口量 5447 万吨，比去年同期
减少28.5%；累计出口金额2564.8004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8%。

其中，今年1~7月，我国角钢及型
钢累计出口量230万吨，比去年同期减
少 26.0% ； 累 计 出 口 金 额 85.6599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6%。今年 1~7
月，我国钢铁板材累计出口量 2713 万
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2.8%；累计出口
金额1228.30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9.8%。今年 1~7 月，我国钢铁线材累
计出口量 124 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7.7%；累计出口金额 77.9261 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8.4%。

今年 8 月，我国钢材进口量 99 万
吨，进口金额 81.5772 亿元。今年 1~8
月，我国钢材累计进口量877万吨，比
去年同期增长 0.8%；累计进口金额
665.79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4%。

其中，1~7月，我国钢铁棒材累计
进 口 量 73 万 吨 ，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6.4%；累计进口金额 69.0631 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31.3%。我国角钢及型钢
累计进口量 23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26.9%；累计进口金额12.7991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35%。我国钢铁板材累计
进口量 647 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
1.1%；累计进口金额401.9823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21.5%。

值得注意的是，“金九银十”本应
是火爆异常的建筑钢材市场，现阶段价
格却处于宽幅震荡阶段，原因为何？

分析师认为，建筑钢材价格短期内
宽幅震荡，主要是受以下三方面因素影
响：第一，期货方面，期货价格仍处于
3700 元~4000 元/吨的震荡期，且震荡
周期或延长至 10 月份；第二，供给方
面，近期钢厂检修停产情况有所增加，
主要集中在唐山、山西、山东地区，钢
材供应量有所下降；第三，需求方面，
华东地区混凝土事件影响有所缓解，但
是各地市前期备货较多，社会库存增量
明显，需要一定周期消化。后期来看，
建筑钢材价格暂未走出震荡怪圈，建议
低采高抛，谨慎操作。 （商新华）

钢价何时走出震荡怪圈？

似乎开启了下跌的模式，自 9 月 4
日起，螺纹钢期货价格便处于持续下跌
之中。截至9月14日收盘，螺纹钢主力
合约1801报收于3831元/吨，与月初的
最高点4194元/吨相比，9个交易日下跌
363 元/吨，跌幅 6.52%。因此，单纯从
螺纹钢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金九”成
色还有待检验。

不过，与之不同的是，钢材的现货
却始终在高位震荡。根据兰格钢铁云商
平台数据监测显示，截至9月14日，国
内三级螺纹钢均价为4217元，与月初最
高点 4285 元相比，仅下跌了 68 元，基
本保持在4200元上方，价格相对坚挺。

据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水泥
产量同比下滑3.7%，8月创2015年以来
最大降幅，已是连续第3个月下滑。而
8月粗钢产量同比大涨8.7%，创历史纪
录。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
开的这两大周期产品，缘何在产量数据
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

粗钢产量创天量
受供给侧改革、取缔“地条钢”的

影响，国内螺纹钢市场供给偏紧，市场
价格自 2016 年以来一路震荡走高，其
中，2016年呈现恢复性上涨，2017年至

今随着“地条钢”的出清，螺纹钢价格
继续震荡向上，达6年来高点。

钢之家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12
日钢之家钢材价格及螺纹钢价格分别为
4521 元/吨和 4246 元/吨，已达到 2012
年5月中旬以来的高点，螺纹钢累计大
涨2367元/吨，涨幅126%，其中，2017
年至今涨957元/吨，涨幅29.10%。供求
关系、市场预期、资金等是推动螺纹钢
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与此同时，赶在采暖季限产令全面
生效之前，钢铁厂家开足马力热火朝天
扩大生产。据统计局最新数据，中国8
月粗钢产量延续 7 月涨势，同比增长
8.7%至7459万吨，再创历史最高纪录。

此外，1～8月份，我国粗钢产量增
长 5.6%至 5.6641 亿吨，亦创历史纪录；
1～7月同比增长5.1%。而随着政府开展
关停落后产能打击违规生产，加上即将
到来的采暖季限产预期，近来钢铁价格
继续维持强势。

“从产量来看，绝对量仍然维持增
加，但由于环保因素，增幅持续收窄。
四季度北方雾霾天气预计将大幅增加，
不能排除环保限产频率和力度继续加码
的可能性。近期中央和地方相关部委的
发言，均表示将坚决确保相关环保政策
的落实。因此，环保将继续成为未来一
段时间内黑色板块的主旋律。”中大期
货副总经理景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不过，景川也表示，在不出现重大
外部因素变化的情况下，螺纹期价在接
下来一段时间将继续维持强势运行特
征。但是，由于前期市场透支了环保以
及供给侧改革对于价格的支持，因此，
螺纹钢震荡幅度将进一步扩大。

整体上看，景川表示，螺纹钢期货
价格 3350~3550 元区域将会获得较好的
支撑，而 4000 元之上的压力将渐行渐
大。与此同时，业内人士表示，正是由
于诱人的利润率，促使钢铁厂家加班加
点，赶在史无前例的环保限产拉开帷幕

之前狠赚一笔。
库存高企“金九行情”能否支撑钢价？

近日，针对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实
地督查发现个别地方仍有企业顶风违规
生产“地条钢”问题，相关领导做出重
要批示强调，督查工作就是要盯住重点
问题持续不懈抓。取缔“地条钢”、化
解过剩产能要坚定不移推进，防止死灰
复燃。对顶风作案的要坚决依法严惩，
对监管不力的要严肃问责，务必做到令
行禁止。

供求关系、市场预期、资金等是推
动螺纹钢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进入9
月份黑色系走势分化，由于螺纹钢累积
涨幅较大，上涨逐渐显现疲态，调整的
压力增大。

此外，螺纹钢社会库存已连续6周
小幅回升，也对市场心态有所影响。钢
之家高级分析师杜洪峰表示，9月份国
内钢材市场进入传统季节性需求旺季，
随着高温天气的逐渐消退，下游工地开

工良好。从螺纹钢社会库存变化历史数
据来看，每年8月下旬至10月份螺纹钢
社会库存均呈现回升态势。

“从今年情况来看，截至 9 月 8 日，
钢之家网站重点监测的国内28个主要市
场线材库存量为 118.4 万吨，较前一周
增加13.36万吨，增加12.7%。螺纹钢库
存量为419.33万吨，较前一周增加11.51
万吨，增加2.8%。其中，螺纹钢库存已
经连续6周回升。”钢之家高级分析师杜
洪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杜洪峰表示，虽然9月初的本钢高
炉事故炒作发酵，叠加采暖季高炉限
产，期现共振一度推高钢材市场价格，
但随着事件的消化，价格理性回归。鉴
于十九大之前安全、环保整顿力度加
大，焦煤、焦炭产能受限，以及后期采
暖季供给收缩的预期，尽管黑色系调整
压力较大，预计下降空间有限，或将继
续高位震荡。

常规而言，“金九银十”是钢材下

游消费旺季，对价格形成支撑很明显。
对此，景川表示，从8月份之前的经济
数据来看，需求端总体强于预期，预计
旺季消费仍值得期待。房地产方面，最
新的数据显示，8月地产开发投资单月
从4.8%回升至7.8%，与前期拿地回升、
房企利润改善库存去化下开发意愿回升
有关，支持螺纹需求。

不过，对于基建这块需求，未来大
概率会弱于预期。8 月份基建投资从
15.8%进一步回落至11.4%，一方面，前
期财政投放较快导致下半年财政支出力
度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

“终身追责”、50号以及87号文等限制地
方政府融资空间后，城投平台等融资环
境恶化，也不利于广义财政下基建的增
长。

当前有关环保、安全、采暖季限产
等题材依然不断涌出，市场供应收缩预
期依然强烈，同时安全环保因素也对下
游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基建这
块未来转弱的确定性较高。总体而言，
随着地产销售下滑带来的影响越来越
大，因此，未来螺纹钢不断承受压力也
是在所难免。

（叶青）

钢厂开足马力扩大生产 8月粗钢产量创历史新高

9月20日上午，2017“互联网+钢
铁”双创高峰论坛在上海长阳谷创意产
业园举办。中国宝武集团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陈德荣表示，预计未来10至20
年，中国钢铁产能可能会回落到 4～5
亿吨水平，中国宝武要将市场占有率提
高到20%～25%，即四分之一到五分之
一。现在中国宝武“两钢”联合后产能
规模只有六千多万吨，仅占全国7%左
右，未来全国粗钢产量减少是必然趋
势，但中国宝武产能会提升，我们提出
的产能目标是1亿吨，打造中国宝武亿
吨战略目标。

“在行业里有一句话叫世界钢铁中

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这是从
地域上来讲的。未来从企业角度来看，
世界钢铁中国第一，中国宝武就是第
二，这是我们从制造端做的规划。我们
从6000多万吨产能到未来1亿吨不可能
像过去一样重复性建设。”陈德荣说。

据陈德荣介绍，目前中国钢铁产量
达到了8亿多吨，占世界50%以上，但
这是由工信部挂号的500多家钢厂以及
没有挂号的更多钢厂生产出来的，充分
体现了中国是一个钢铁大国，但还远不
是钢铁强国。整个行业产能布局低、
小、散、乱问题突出，整个行业较大的
波动对国民经济冲击非常大。（董瑞强）

宝武钢铁准备大幅扩产能
从6000万吨至1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