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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月报：新年理性冬储，钢价蓄势待发

核心提示：1 月全国建材价格涨跌稳均现，环比 12 月上涨额度介于 10-130 元/吨，

环比下跌额度介于 10~150 元不等，全月价格主体波动区间为-80—90 元/吨，走势先抑后稳

并在其中伴有小幅反弹，符合我们上月月报的预期。一月作为新年的开局之月，但受冬季季

节性规律影响，价格走势变动有限，主要和市场对节后宏观预期、钢厂的开工情况以及阶段

库存水平的高低有紧密关系。因此，本月价格如期在中下旬探底之后企稳，部分地区的钢价

在合理区间有所反弹也就变得情理之中了。

【内容提要】

◆ 1 月国际钢市继续偏弱

◆ 1 月国内建材价格涨跌稳均有

◆ 1 月盈利空间较上月继续增长

◆ 1 月国内线螺供给小幅下滑

◆ 1 月国内建材总库存量继续增加

◆ 预计 1 月线螺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

◆ 预计 2 月份楼市政策将保持温和松动，受春节假期及季节性影响，建材需求保持疲

弱。

◆ 预计 2 月钢厂政策持稳为主

◆ 预计 2 月期螺或呈现先弱后强格局

◆ 预计 2 月钢价走势或为两头高中间低

一．国际市场概述

1 月国际钢市继续偏弱。CRU 国际钢价综合指数为 193.6，月环比减少 2.7%，年同

比减少 2.57%，CRU 长材指数为 238.3。欧洲市场，对外进口量较上月略有减少，月内欧盟

市场价格继续偏弱；美国市场，长材市场交投气氛清淡，跌幅较前期扩大；亚洲市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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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钢价震荡偏弱，临近过年，终端基本停滞，贸易商出货情况普遍差。综合来看，钢市难

有提振，短期内国际钢材市场或将稳中有落运行。

图 1 国际钢价综合指数与长材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二、国内市场动态

1. 国内市场变动情况

国内综述：本月全国建材涨跌稳均有，环比 12 月上涨额度介于 10-130 元/吨，环

比下跌额度介于 10~150 元不等，全月价格主体波动区间为-80—90 元/吨，走势先抑后稳。

随着春节临近，市场备货热情逐渐减少，且下游工地陆续停工，商户也多着重收款放假工作，

参市热情不高，现货市场成交一般，库存方面，今年社会库存垒增速度不及去年，一月作为

新年的开局之月，但受冬季季节性规律影响，价格走势变动有限，主要和市场对节后宏观预

期、钢厂的开工情况以及阶段库存水平的高低有紧密关系。

表 1 七大区域螺线价格月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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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2.成本分析

本月盈利空间较上月继续增长，据富宝成本模型测算，截至 1 月 29 日，国内中小钢

企 20mm 三级螺纹钢盈利空间为正 263 元/吨，较上月末（正 128）盈利正增长 135 元/吨；

8-10mm 高线盈利空间为正 381 元/吨，较上月（正 269）盈利空间正增长 112 元/吨。本月

月初天气寒冷不佳，需求释放清淡，整体成交不尽人意，钢价主流震荡调整，然中下旬受

期螺钢坯影响，刺激现货市场冬储情绪，带动部分市场成交氛围，市场报价小幅走高，致

使钢企盈利空间微增长，2 月来看，上旬正处于新春佳节，市场需求降至底点，商家调整

意义不大，主流预计多稳，然节后归来，双库或呈增长态势，届时需求虽逐步开启，但仍

难以很快消化，考虑今年市场冬储力度缩减，库存相对同期或低位，综合考虑，下月钢价

整体震荡调整为主，或表现为先强后弱，因此富宝建材研究小组预计，下月中小钢企盈利

空间较本月整体微增。

图 2 中小钢企 20mm 三级螺纹钢盈利空间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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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小钢企 6.5mm 高线盈利空间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3.产能及产量分析

据数据显示，12 月份螺纹钢产量 1907.7,较上月同比增长 2.72%,年同比增长 9.98%,线

材产量 1210.2,较上月同比下降 8%,年同比增长 9.63%;2018 年 1-12 月份我国粗钢、生铁和

钢材产量分别为 95753 万吨、69821 万吨和 110643 万吨。其中 12 月份我国粗钢、生铁和钢

材产量分别为 7612 万吨、6320 万吨和 9365 万吨，同比上月分别下降 1.9%、0.83%和 0.62%。

12 月份粗钢、生铁和钢材日均产量分别为 253.7 万吨、210.6 万吨和 312.1，较 11 月份日

均产量分别下降 1.93%、0.85%和 0.64%。综合来看，12 月份国内钢材受淡季影响，整体产

量呈小幅下滑趋势，中间商建仓意愿较低，需求释放不稳定，在淡季需求不明朗的情况下，

钢铁产量有所下滑，1 月来看，随着季节的转冷，下游开工数量明显降低，且从目前绝大部

分市场情况来看，市场商家对比去年冬储操作更为谨慎，主要是担忧重蹈去年冬储之覆辙以

及对后市的不确定因素充满疑虑，故钢厂产量或有所减量，综合来看，预计一月份螺纹钢、

线材产量或呈小幅减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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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2018 年全国主要冶金产品产量统计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4.螺线总库存变化

1 月国内建材总库存量继续增加。截至 1 月 25 日为止，全国线螺社会库存总量约为

597.96 万吨，整体环比增加 41.65%，上月增加 6.96%，同比增加 2.06%；其中螺纹总量

约为 443.85 万吨，环比增加 40.95%，上月增加 6.72%，同比减少 0.98%；线材总量约为

154.11 万吨，环比增加 43.73%，上月增加 7.67%，同比增加 11.95%。据中钢协统计，12

月上旬重点钢铁企业粗钢日均产量 184.44 万吨，旬环比增 3.53％；另截至旬末，重点

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为 1126.79 万吨，旬环比下降 1.05%。年前贸易商陆续离市，今年

冬储情况相对去年有明显减量，考虑到过年期间需求基本停滞，市场活跃度低迷，现货

资源或继续累积，料下月社会库存增速加快。

图 5 2017-2018 年全国螺线库存总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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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5.进出口分析

进口分析：

2018 年 12 月我国进口钢材 100.6 万吨，较上月减少 5.1 万吨，同比下降 16.2%；1-12

月我国累计进口钢材 1316.6 万吨，同比下降 1.0%。今年贸易商对冬储的心态非常谨慎，市

场并不十分看好春节节后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贸易商接货意愿是非常差的，国内的消

费下降也会刺激我国钢材进口的消费。2019 年贸易争端尚未出现明显改善，预计随着国内

钢价中枢下移，钢厂利润收缩，出口量重新出现同比正增长。短期来看，低库存支撑钢价，

但悲观的需求预期对上涨形成阻碍，总体维持中性判断。

出口分析：

2018 年 12 月我国出口钢材 555.6 万吨，较上月增加 25.8 万吨，同比下降 2.0%；1-12

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6933.6 万吨，同比下降 8.1%。12 月份出口多为 11 月份接单，11 月份

上旬和中旬期间我国的 FOB 价格较东南亚地区 CFR 价格优势并不明显，以热卷为例 11 月上

旬热卷出口 FOB 价格较 CFR 价格还要高出 5美金/吨左右，在中旬虽比 CFR 价格低 15 美金/

吨左右，但是考虑到运输费用等，我国的价格优势仍处于劣势。但在 11 月末时我国的钢材

价格开始大幅下跌，并且 FOB 价也随之下跌较东南亚地区的 CFR 价格低 45 美金/吨，让国内

钢厂增加了部分海外订单，也使得 12 月份出口量较 11 月份能有所增加。

6.下游需求分析

1.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18 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18 万亿元，其中铁路完

成 8028 亿元，公路水路完成 2.3 万亿元，民航完成 810 亿元，对于经济稳增长发挥了积极

作用。2019 年，交通运输仍将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发展中面临新的机遇，计

划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1.8 万亿元，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或超过 8000 亿元。市场人士

表示，新基建未来三年有望拉动投资超 4 万亿元。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财政部表示，今年将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近

期地方债密集“供货”。短期内临近春节假期，下游需求趋于萎缩，但中长期内基建投资预

期向好，利好螺线等用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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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地产市场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 1-12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26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9.5%；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长 17.2%，比上年提高 10.2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

置面积比上年增长 14.2%，比上年回落 1.6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年增长 1.3%，

比上年回落 6.4 个百分点；2018 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52414 万平方米，比 11 月末减少

214 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减少 6510 万平方米；2018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1659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比上年回落 1.8 个百分点。政策方面，近期多地楼市出现政策松

动和微调，福州、厦门拟实施“一城一策”方案，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江西进一步

加大住宅用地出让规模；一线城市房贷利率拐头等。市场对 2019 年的房地产相关用钢需求

看弱，预计近期内，楼市政策将保持温和松动，而受春节假期及季节性影响，相关建材需

求保持疲弱。 图 6 全国新屋开工面积月度走势图

图 6 全国新屋开工面积月度走势图

资料来源：统计局，富宝资讯整理

7、钢厂调价分析

1 月钢厂政策整体持稳，全国大部分冬储价格已经出台，并未出现如贸易商所期待的低

价，今年冬储与往年相比，垒库速度缓慢，钢厂与社会库存压力均不及往年，价格易受到资

金炒作推升，叠加本月期螺走势较为强劲，结合政策利好，较好扭转了此前市场的悲观预期，

提振了市场情绪，但是本周统计唐山钢厂高炉开工率上升了 3.68%，供给端压力也较为明，

所以预计年后市场多空对抗，钢厂价格持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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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主要钢厂调价 1 月统计表（单位：元/吨）

执行日期 钢厂

调整幅度 执行价格

备注

高线

（HPB300

）

螺纹钢检尺

（HRB400/E

）

高线

（HPB300

）

螺纹钢检尺

（HRB400/E

）

1 月 1日 沙钢 -100 -140 3880 3880 含税

1月 1日 河钢 - - 4590 4010 唐、宣、承

1月 11 日 沙钢 - - 3880 3880 含税

1月 11 日 河钢 - - 4590 4010 唐、宣、承

1月 21 日 沙钢 - - 3880 3880 含税

1月 21 日 河钢 - - 4590 4010 唐、宣、承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三．期货市场分析

1、期螺综述及技术分析

本月期螺主力 RB1905 合约开盘 3398，最高 3757，最低 3366，收盘 3675，收盘价较上

月涨 271，涨幅为 7.96%，成交 61458732 手，月末持仓为 2641868 手。

1月期螺主力基本呈现持续上涨格局，至月末才逐步由涨趋稳，高位略有调整，由于春

节将至，单月成交量明显萎缩。从技术指标来看，日线图中 K 线突破 10 日、20 日均线，KDJ

高位死叉，MACD 红柱略收窄；周线图中 KDJ 高位拐头向下，MACD 红柱放大；月线图中 KDJ

低位趋于金叉，MACD 绿柱收窄。综合考虑，期螺短期有冲高回落迹象，但中长期指标表现

良好。

图 7 期螺主力日 K线及指标走势图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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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月期螺市场预判及策略

预计 2月期螺或呈现先弱后强格局，主要运行区间为 3600-3700,2 月投资者应以短线偏

空操作思路为主，月末可逢低尝试轻仓多单，总仓位控制在 15%以内

四、下月趋势预判

对于 2 月的钢市行情，通过多方面因素综合研究分析，我们预计二月钢价或表现为两

头高中间低的走势，主要影响因素如下：1、虽然节前一两周补库量有所增加，但节前的垒

库速度较往年相比依然偏缓，结合绝对价格模型评估测算，节后钢价仍有望先震荡上冲，利

多；2、国家积极推进并落实基建的逆周期调节补短板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提振节后

市场需求预期，利多；3、当前有相当一部分电炉厂因利润缩水甚至亏损而停产，缓解了部

分市场供应压力，利多；4、近期原料铁矿石受突发事件的影响较大，市场炒作力度不弱，

对部分钢厂成本端或产生一定的压力，从而提振钢价，利多；5、如果节后钢价如期先冲高，

会进一步吸引市场囤货，在需求尚未有效释放的二月，价格或承压回落，利空；6.当前唐山

钢厂高炉开工率连续两周大幅攀升，供给端压力将逐步增大，而春节期间市场几乎无需求，

利空；7、近期期螺虽偏强，但也基本在平水位置出现滞涨回落，由节前效应叠加对基本面

偏谨慎所致，正如我们此前所言，资金对节后库存和需求这对重要变量的不确定还是有所顾

忌，中性。综上所述，我们预计 2 月钢价走势或为两头高中间低，但不排除 2 月先冲高后调

整趋稳的可能，通过测算，我们预计总的上涨幅度为 20-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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