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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铁周报：焦炭涨 100 铁市活力再现（7.15-7.19）

一、本周生铁市场综述与下周预测

【本周市场综述】

本周生铁市场稳中向好，涨幅在 20-60 元。山东、山西、河北地区球墨铁随原料价格走高，成本支撑

强劲，且部分铁厂或停产或转产，市场整体成交尚可，库存不大，报价陆续上调。唐山地区受环保影响有

铁厂停产，前期订单尚有大量未完成，目前暂不接新单。山东地区受焦炭涨价，成本增加，且铁厂库存低

位影响，炼钢铁、铸造铁报价陆续上调，江苏地区铁厂亦有跟涨意向。本溪地区球墨铁需求一般，近期停

产铁厂暂无复产打算，目前在产球墨铁厂少，受原料涨价及华北、华东铁价走高影响，铁厂报价纷纷涨 50，

据悉有长期停产铁厂计划下月复产。目前各地炼钢铁需求良好，铁厂多维持低库存或负库存。球墨铁因部

分铁厂停产或转产，在产铁厂不多，出货尚可，库存压力不大。铸造铁方面，需求相对低迷，铁厂出货不

快，但因成本支撑强劲，售价走高。各地生铁价格如表 1。

表 1：国内主要市场生铁价格汇总

炼钢铁 L8-10 徐州 莱芜 唐山 翼城 鞍山 包头 贵阳 黄石

2019-07-19 3010 2965 2950 2925 2925 2735 2775 2925

本周涨跌 - +60 - +20 - - - -

铸造铁 Z18-22 徐州 翼城 临沂 鞍山 包头 贵阳 佛山 黄石

2019-07-19 3150 3325 3145 3175 2825 3275 3235 3125

本周涨跌 - +50 +20 - - +50 - -

球墨铁 Q12 徐州 武安 临沂 翼城 林州 宁波 本溪 黄石

2019-07-19 3120 3295 3255 3245 3255 3390 3320 3115

本周涨跌 - +30 +50 +50 - +60 +50 -

【下周市场预测】

从影响生铁市场的各主要因素来看：成本面，普指 120 美金震荡，承压明显，环保加强导致矿石出现

分化，主流高品需求不减，非主流和低品累库风险加大，而成品库存连续两周回升让钢企补库放缓，目前

矿商议价松动，短期有继续转弱的可能，预计下周普指在 115 美金上方活动；本周普指高位震荡，国产矿

商家多挺价，唐山粗粉高要，精粉主稳个调，山西钢厂多转向内矿采购导致资源偏紧，大矿价高，部分钢

厂青睐小规模矿山低价采购，环保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钢厂需求，现阶段消极采购，但资源的紧张局

面并未有质的缓解，预计短期内国产矿稳中个调运行。本周焦炭稳中涨 100，山东、山西、河北地区受环

保影响，部分焦企限产，资源供应减少，加之焦价低位，贸易商囤货积极，焦化厂出货良好，库存低位，

因当前利润微薄，焦企纷纷提涨，部分地区钢厂已接受涨价，短期焦炭市场继续偏强运行。综合来看，短

期矿石趋弱、焦炭走强，成本仍属高位，对铁价支撑强劲。

供需面，近期钢厂对生铁采购积极性较高，各地炼钢铁多维持低库存或负库存，整体资源偏紧；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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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球墨铁需求一般，低价成交尚可，加之部分铁厂停产或转产炼钢铁，库存压力亦不大。富宝生铁研究

小组认为，当前生铁成交尚可，各地铁厂库存压力不大，然铁价虽不断上涨，但利润仍微薄，商家盼涨心

切，随原料走强，铁厂涨价意向强，短期生铁市场稳中向好。

二、国内主要钢厂炼钢生铁采购价调整情况

表 2：国内主要钢厂炼钢铁采购价格一览

地区 钢厂 规格
上周五价格

（元/吨）

本周五价格

（元/吨）
涨跌 备注

华东

三安 L8-10 停采 停采 - 含税现金到厂

三钢 L8-10 停采 停采 - 承兑、现金各半

九钢 L8-10 停采 停采 - 含税承兑到厂

萍钢 L8-10 停采 停采 - 含税承兑到厂

方大特钢 L8-10 3000 停采 - 含税承兑到厂

莱钢永锋 L8-10 3000 3000 - 含税现汇到厂

华中

华南

涟钢 L8-10 停采 停采 - 含税承兑到厂

冷钢 L8-10 停采 停采 - 含税承兑到厂

湘钢 L8-10 3050 3050 - 含税承兑到厂

广钢 L8-10 停采 停采 - 含税承兑到厂

韶钢 L8-10 停采 停采 - 含税承兑到厂

华北

港陆 L8-10 2990 2990 - 含税现金出厂

联合特钢 L10 2970 2970 - 含税现金到厂

新兴铸管 L8-10 2950 2950 - 含税现金到厂

唐山德龙 L8-10 3080 3080 - 含税现金到厂

瑞丰 L8-10 2970 2970 - 含税现金到厂

西南
昆钢 L8-10 2800 2850 +50 含税现金到厂

攀长钢 L8-10 停采 停采 - 含税承兑到厂

东北

新抚钢 L8-10 2950 2950 - 含税现金到厂

东北特钢 L8-10 2950 2950 - 含税承兑到厂

抚顺特钢 L8-10 2950 2950 - 含税承兑到厂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