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材月报：节日氛围浓，钢价整体平稳

核心提示：一月全国建材现货价格呈现整体平稳的趋势，华北小幅上涨 20-50，华

东稳中小跌，跌幅 20-50；华南下跌为主，跌幅 100-150. 本月导致价格稳中偏弱的原因主要

在于年前市场多处于停工状态，商家主要进行备货冬储操作，随着本月气温下降、需求收缩，

使得市场基本面呈现出供强需弱的格局，加上价格较低的北材对华东以及南方市场的冲击，

南方价格下调也是顺应趋势，今年冬储普遍价格低于去年且商家冬储热情尚可，叠加宏观政

策面贸易协议以及降准等利好政策，节后钢价预计会有小幅上涨。

◆ 1 月国际钢市偏弱运行

◆ 1 月国内建材价格呈现整体平稳的趋势

◆ 1 月盈利空间较上月窄幅下降

◆ 1 月国内需求总量较上月有所上升

◆ 预计 1 月线螺进口量小幅回落，出口量小幅下降

◆ 1 月中下旬的相关用钢需求也将跌至年内冰点。

◆ 预计 2 月钢厂政策稳中偏强运行

◆ 预计 2 月期螺或强后弱

◆ 预计 2 月钢价走势或小幅上涨

一．国际市场概述

1 月国际钢市偏弱运行。CRU 国际钢价综合指数为 180.7，月环比增加 1.47%，年同比减少

6.67%，CRU 长材指数为 222.0。欧洲市场，英国钢企敦促政府完成 HS2 铁路项目，预计将产生 200 万

吨的钢材需求，拉动疲软的钢铁行业发展；美国市场，2020 年 1 月 5 日至 11 日，美国粗钢产量为 1

92.3 万吨，周环比增长 1.3%；亚洲市场，市场本月钢价偏弱运行，下游需求逐步减弱，市场基本处



于半休市状态，本月钢价偏弱运行，即将进入新年 2 月，年后需求恢复较为缓慢，贸易商对节后市价

看小幅上涨，综合来看，短期内国际钢材市场或将震荡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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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全国建材现货价格呈现整体平稳的趋势，华北小幅上涨 20-50，华

东稳中小跌，跌幅 20-50；华南下跌为主，跌幅 100-150. 本月导致价格稳中偏弱的原因主要

在于年前市场多处于停工状态，商家主要进行备货冬储操作，随着本月气温下降、需求收缩，

使得市场基本面呈现出供强需弱的格局，加上价格较低的北材对华东以及南方市场的冲击，

南方价格下调也是顺应趋势，今年冬储普遍价格低于去年且商家冬储热情尚可，叠加宏观政

策面贸易协议以及降准等利好政策，节后钢价预计会有小幅上涨。

表 1 九大区域螺线价格月度变化

1 月 17 日 上海 杭州 北京 唐山 广州 柳州 武汉 西安 沈阳

HRB400 20mm 3700 3810 3570 3600 4180 3860 3740 3750 3560

本月涨跌 -110 -120 0 -20 -100 -190 -40 0 -40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涨跌幅 -2.9% -3.1% 0.0% -0.6% -2.3% -4.7% -1.1% 0.0% -1.1%

高 线 6mm 3660 4100 3670 3980 4030 3950 4030 3770 3660

本月涨跌 -10 -120 -60 20 0 -100 -40 -70 -40

涨跌幅 -0.3% -2.8% -1.6% 0.5% 0.0% -2.5% -1.0% -1.8% -1.1%

2. 成本分析

本月盈利空间较上月窄幅下降，据富宝成本模型测算，截至 1 月 17 日，国内中小

钢企 20mm 三级螺纹钢盈利空间为正 232 元/吨，较上月末（正 232）盈利负增长 55 元/

吨；8-10mm 高线盈利空间为正 307 元/吨，较上月（正 345）盈利空间负增长 38 元/吨。1

月来看，元旦之后，淡季行情愈发明显，供需两弱，且下旬正值春节传统佳节，市场参与

度不高，主流多维稳观望，钢价窄幅弱调，钢企盈利小幅减少，2 月来看，厂商集中检修

增多，供应或趋弱，略有支撑，然节后归来，库存或大幅增加，市场出货压力仍存，且需

求难有持续释放，抑制钢价大幅上涨空间，综合考虑，预计下月钢价整体表现或先强后弱

势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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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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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较上月同比增加 1.32%,年同比增长

18.57%,线材产量 1330，较上月同比增长 1.56%,年同比增长 9.90%;2019 年 1-12

月份我国粗钢、生铁 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9142 万吨、69896.5 万吨和 125687.69

万吨。其中 12 月份我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8567 万吨、6512.5 万吨

和11526万吨，较10月份同比粗钢下跌0.36%，生铁下跌1.26%，钢材增长1.42%。

综合来看，钢价经过十一月的上涨后已处在较高位置，随着本月气温下降、需

求收缩，使得市场基本面呈现出供强需弱的格局，再加上价格较低的北材对华

东以及南方市场的冲击，使得市场消化不了，后市来看，临近农历年末加上生

产方也意识到需求的收缩，部分钢厂尤其是电炉钢厂会进入淡季停工检修阶段，

从而使得供给压力逐步趋降；综上所述，料下月产量较本月有所上升。

图 4 2017-2019 年全国主要冶金产品产量统计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5. 进出口分析
进口分析：

2019 年 12 月我国进口钢材 148. 3 万吨，较上月增加 44. 1 万吨，同比增长 46. 8%；1-12 月

我国累计进口钢材 1230. 4 万吨，同比下降 6. 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 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为 50. 2%，已连续俩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进入 1 月份，经济趋稳迹象预期继续保持，

但今年春节来的早，市场放假时间较去年提前，预计 1 月份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

和消费品行业指数会有小幅回落。我国进口钢材主要多用于高端机械制造，预计一月份我国

钢材进口较上月有小幅回落。

出口分析：

2019 年 12 月我国出口钢材 468. 4 万吨，较上月增加 10. 9 万吨，同比下降 15. 8%；1-12 月
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6429. 3 万吨，同比下降 7. 3%。12 月份价格大幅回落，不少地区价格逼近
或低于短流程钢企成本线，且 2020 年 1 月份进入到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钢企检修放假较
多，市场商家也陆续休市，在供需俩弱背景下，国内钢材出口积极性不高，出口时间周期也
在缩短，考虑到当前我国国内钢材价格出口方面并无优势，预计一月份我国钢材出口较 12
月有小幅下降。

6. 下游需求分析

1. 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2019 年 1-12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5147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4%，增速比 1-11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 3.8%，增

速比 1-11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2020 年 1 月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稳投资的重要性，

并出台各种举措来加速基建投资的启动。国务院要求扩大有效投资力争一季度开好局，要求

各地区要加快发行和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动在建工程建设和具备条件项目及早开工。



而在地方两会中，稳增长位列多地经济工作首要位置，地方政府多数强调稳投资的重要性，

北京、浙江、广东、湖北、重庆等地都强调切实增加有效基建投资。因此，短时间内受季节

性及春节假期影响，基建投资处于低谷，相关用钢消费也受到抑制，但一季度基建开局预计

将超预期，整体利好相关螺线等用钢消费。

2. 房地产市场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 1-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32194 亿元，比上

年增长 9.9%，增速比 1-11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加快 0.4 个百分点；房屋新开

工面积 227154 万平方米，增长 8.5%，增速比 1-11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

8.7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年下降 0.1%，上年为增长 1.3%；2019 年末商品房待

售面积 49821 万平方米，比 11 月末增加 600 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减少 2593 万平方米；房

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比上年增长 7.6%，增速比 1-11 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比上年加

快 1.2 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与前一年相比，2019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仍保持了

较高增速，新屋开工面积保持增长，但增速明显走弱，商品房销售增速小幅走弱，商品房

待售面积继续减少，房企到位资金增速有所加快。近期政策调控“因城施策”继续推进，

四川地区因当地楼市低迷而出台购房补贴等鼓励购房政策，唐山、深圳等地却加码调控，

展望 2020 年，多家房企表示，销售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中钢协也预计房地产行业投资、

新开工增速可能放缓，将拖累 2020 年的钢材消费。年关靠近，1 月中下旬的相关用钢需求

也将跌至年内冰点。

图 7 新屋开工面积月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统计局，富宝资讯整理

资料来源：统计局，富宝资讯整理

1 月钢厂政策整体稳中偏弱运行。月初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同时临近冬储节点，
厂商对后市预期尚可，多存挺价意愿，市价平稳运行；而中下旬临近年底，下游
工地陆续停工，采买较为谨慎，市场冬储囤货操作较少，盘中交投表现疲软，厂
商出货意愿上升，为刺激下游拿货情绪，市价稳中弱调。后市来看，目前来看全
国库存处于小幅增加状态，钢厂到货量有所增加，然考虑年后下游需求或有一定
释放，且当前价格相对去年同期水平较低，钢厂调价意愿不大，综合考虑，预计
下月钢厂政策稳中偏强运行。

国内主要钢厂调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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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970 3960 含税

1 月 1 日 河钢 - - - - 唐、宣、承

1月 11日 沙钢 ↓80 ↓80 3890 3880 含税

1月 11日 河钢 - - - - 唐、宣、承

1月 21日 沙钢 - - - - 含税

1月 21日 河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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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1月 20 日，期螺主力 RB2005 合约开盘 3584，最高 3622，最低 3518，收盘 3605，

收盘价较上月涨 36，涨幅为 1.01%，成交 11417530 手，月末持仓为 1394164 手。

1月期螺基本以震荡小涨为主，但由于春节因素，成交及持仓量大幅萎缩，单日成交量

仅为之前的三分之一。从技术指标俩看，日线图 BOLL 开口明显收窄，日 K线逼近 BOLL 上轨，

KDJ 于 50 附近金叉，MACD 绿柱收窄；周线图 KDJ 高位钝化，MACD 红柱收窄。综合考虑，期

螺短期指标偏多，但中长期指标有所弱化。

图 8 期螺主力日 K 线及指标走势图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2、下月期螺市场预判及策略

预计 2 月期螺或强后弱，主要运行区间为 3550-3700,2 月投资者上旬应以中短线偏多

操作思路为主，中旬以后见机转空，总仓位控制在 2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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