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周评：高温台风双双来袭，8 月下旬需求依然不温不火（8.24-8.28）
一、行情回顾
行情回顾：本周全国市场钢价主流偏弱震荡，除个别地区上涨 10，其余大部分
地区跌幅集中在 10-50，本周钢价高位回落，成交下滑明显，库存累库。
二、重点地区周评
【京津唐地区】
本周京津唐市场价格整体震荡偏弱，下调幅度 20-30 元/吨左右，现河钢三大
螺售价在 3670 元/吨左右，较上周下跌 20，本周钢坯价格持稳，目前报价 3410 元/
吨现金含税，期螺走势先弱后强。当前市场来看，北京地区钢厂资源投放量正常，
据了解目前北京建筑钢材总体库存已经逼近 60 万吨，主流大户库存水平在 2-3 万吨，
需求释放不济，库存量持续上升；天津地区受前期钢厂到货影响，主流大户可受资
源不多，个别大户库存低至 3000 吨，但近期市场资源有所补充，规格相对齐全；
唐山地区近期环保限产力度不断加大，后期进入秋冬季节环保政策只会有增无减，
后期钢厂产量或有下降，钢厂方面目前利润不高，挺价意识较为强烈，加之传统需
求旺季即将来临，需求回升，若是钢价走低，市场低位资源交投预期向好，且市场
资金压力相对宽松，整体来看，预计 9 月初在厂商均挺价的前提下市场短期小涨为
主，涨幅看 30-40.
【江浙沪市场】
本周江浙沪市场价格整体呈反复震荡运行为主，上下幅度 10-40 左右，周一
至周三偏强运行，周四至周五，走势相对偏弱，整体成交较上周有所增加，以南京
地区为例，四大户出货量本周共计出 33250 左右，较上周增加出货量一万吨左右，
期货市场，黑色系震荡下行，周中夜盘期螺高开并出现一小波拉涨行情后，市场再
无持续突破表现，01 主力合约一直在 3700-3750 关口附近震荡，从目前市场整体的
走势来看，3700 关口面临考验，同时市场又有上行的诉求，然产需供弱的情况下，
市场短期信心难以聚集，多数商家观望摇摆，虽然金九银十旺季即将来临，但在需
求没有兑现的情况下，很难上行，因此在预期没有完全被证伪应谨慎操作为主，综
上，预计下周市场以消化社库为主，钢价走势先强后弱，幅度暂看 20-50 元/吨。

【广东地区】
回顾本周，本地市场资源小幅弱调，市场一线资源主流钢价 3960，较上周下
调 20 左右，广钢跌 10，桂鑫跌 20，本周期螺低位震荡，市场成交不畅，周后期有
所好转，从钢厂方面来看，本周韶钢稳中偏强为主，钢厂挺价意愿尚存，从成交来
看，本周市场整体成交偏弱，近两天有所好转，贸易商心态较为谨慎。从库存情况
来看，8 月 26 日-本周广州库存线盘 49.54 较上次+0.37，上次+0.18，螺纹 78.87 较
上次-2.21，上次-0.78,总量 128.41 较上次-1.84,上次-0.6，鱼珠 10.6，金博 34.4，新
海福 11.32，天又天 7.48（单位：万吨)。本周市场整体出货不佳，下周来看，当前
区内供应维持高位，供给端比较强劲，然 9 月需求难以大量集中在九月初释放，会
有一个过程，目前供还是大于求，但是铁矿石，废钢等原材料支撑坚挺，钢厂挺价
意愿较强，叠加下周临近月初，各方面压力会有所缓解，综合考虑，料下周市价震
荡偏强运行，整体幅度看 20-40 元/吨

【山东市场】
本周山东市场价格相对上周基本持平，莱芜地区莱钢现在主流三大螺价格
3650，但是市场 18/20/22 规格缺失价格相对偏高，盘线资源紧俏，钢厂上调盘螺价
差至 190-200。本周社会库存相对上周有增有减，济南、泰安等地受钢厂拉涨影响
代理商积极出货库存相对下调，青岛烟台等受台风影响地区出货偏弱，下游受积水
影响基本停工。据统计现在省内社会库存显示：济南 10.5 万吨，潍坊 6.1 万吨，青
岛 15 万吨，莱芜 5 万吨，整体库存量较上周小幅增加，周五受期货跟唐山限产消
息影响北方部分资源停单惜售，钢坯价格小涨预计周末行情坚挺，考虑本周钢厂上
调盘螺价差后市场到货成本增高，且厂商均看好 9 月需求集中释放，下周供强需弱
的局面或有所改变，但高库存压力尚存，预计下周山东市场价格窄幅上调，涨幅看
30-50.

【广西市场】
回顾本周，广西地区价格震荡偏强，目前螺纹 18-25 柳州柳钢销售市场价 3840
元/吨，较上周下调 30，今日成交价格在 3700 左右，较上周下调 30-40，螺纹 18-25
南宁万钢贸易商报价 3820 元/吨，较上周下调 50 元/吨。从钢厂方面来看，本周万
钢对出厂价格螺纹下调 50 元/吨，盘线未做调整，柳钢未做调整，从库存方面来看，
目前柳州物流园库存 18 万吨，库存量有所增量，然给贸易商分货不多，目前市场
需求仍未有集中释放，整体需求不佳，叠加月末压力较大，市场成交偏弱，下周来
看，临近月初，贸易商各方面压力有所减小，叠加天气晴好，对出货没有太大阻力，
然下游需求难以集中大量在月初释放，然考虑到铁矿石，废钢等原材料支撑较为坚
挺，钢厂为保证自己利润空间，挺价意愿仍存，预计下周市价震荡偏强运行，整体
幅度看 20-50 元/吨

【邯郸市场】
本周邯郸市场稳中调整为主，现武安小厂主流线材报价 3390 元/吨，整体变
动不大。下周市场来看，库存方面，现武安小厂库存总量为 32.6 万吨左右（去年同
期 25 万吨），生产线条数 12 条，当前来看，库存虽较去年偏高，但钢厂对外锁货
资源较多，厂内库存尚未够成较大压力，销售压力不大；需求方面来看，平均每日
成交量维持在万吨左右，下游存刚性需求，且马上步入 9 月份，北方高温逐步退去，
市场对后市需求存预期，挺价意愿较为强烈，然终端心态不稳，下游采买依旧谨慎，
综合来看，预计下周市价稳中偏强运行，幅度 20-30

【西南地区】
本周西南市场整体偏强震荡为主，涨幅 10-30，钢价先强后弱，市场成交不
佳。区域内库存小幅增加，钢企大多正常生产，重钢技改产量有一定减产。需求端
释放弱，但由于前期本地区价格上涨幅度小于其他大部分市场，价格相对偏低，在
原材料坚挺支撑和旺季将至预期下，厂商挺价意愿均较强。下周期货市场在经过下
跌后预计迎来上涨时间，同时由于传统旺季来临，在原材料助推下，预计钢价易涨
难跌。综合考虑，预计下周西南地区钢价以偏强震荡为主，涨幅 30 左右

【湖南地区】
本周主流钢价走势稳中小涨，现目前长沙市场一线成交 3850 元/吨，较上周
五价小涨 10 元，本周期螺走势不稳，市场观望情绪较浓，下游拿货逐步趋缓，成
交跟进有限，鉴成本端支撑，厂商挺价，市价小涨，库存方面，据统计，长沙市场
现有建材库存约 27.3 万吨，较上周减少约 0.3 万吨；衡阳市场库存约 4.2 万吨，怀
化市场库存约 2 万吨，湘潭市场库存约 2.7 万吨；后市来看，下周即将迎来“金九”，
月初资金压力缓解，市场心态积极，且考虑需求或逐步回暖，原材料端尚有支撑，
厂商定价多坚挺，市场挺价情绪较浓，综合考虑，预计下周钢价走势偏强震荡运行，
波动幅度暂看 30-60 元/吨。

【武汉市场】
本周市场主流价格整体偏弱，整体波动在 10-30 左右，今天主流成交
3650-3660。较上周下跌 20 左右。钢厂挺价较强，现货供应较宽松，代理商挺价意
愿较强。一些商家前端成本支撑，出货意愿不强。传统需求旺季到来，商家心态较
好。但考虑终端需求不稳，市场挺价较强，预计下周钢价震荡偏强运行，整体波动
看 10-30 元/吨。

【江西地区】
本周江西市场稳中小涨，整体价格在 3650-3680 区间波动，主导钢厂南昌钢
定价在 3720-3750 元/吨，唐山钢坯端走势平稳，目前价格 3410 元/吨，据了解本周
南昌地区库存约 67 万吨，较上周变化不大。新余七家样本数据库存统计约 9 万吨，
从商家操作来看，价位在 3650 支撑力度较强，随着消费旺季的到来，部分商家惜
售、补库情况较为普遍；从各地区大户的成交数据来看下游需求表现一般，与去年
同期现比偏弱，但江西价格属于低洼区。综合来看，下周本地市价主流稳中小涨，
幅度在 30 元/吨左右。

【西北地区】
本周西北地区建筑钢材价格主流偏弱，整体跌幅 10-50。西安龙钢三级大螺
纹 3640 元/吨，较上周五跌 10 元/吨；兰州酒钢三级抗震大螺纹报价 3870 元/吨，
较上周五跌 30；宁夏银川亚新大螺纹 3570 元/吨，较上周五跌 30；青海西宁酒钢三
级抗震大螺纹报价 3870 元/吨，较上周五跌 20 元/吨；乌鲁木齐八钢三级抗震大螺
纹报价 3670 元/吨，较上周五跌 40 元/吨，昆玉 3650 元/吨，较上周五跌 30 元/吨。
库存上来看，本周西北区域主要城市库存增减不一除新疆区域和陕西区域库存有所
增加，其他区域均出现不同程度减少。西北五省螺纹钢库存总量为 93.53 万吨，较
上周增加 2.75 万吨；线盘库存总量为 29.81 万吨，较上周减少 0.47 万吨。市场行情
来看，期螺高位震荡，然现货价格一直弱势震荡使市场投机需求活跃度偏低；下游
需求表现一般，市场螺纹现货库存及区域内钢厂厂库均小幅增加，供需矛盾显现，
现货价格压力增大。对于后市，多以消化库存为主，然商户多看好后期需求释放，
成本端依旧坚挺，综合来看，新疆因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库存高位，成交受限，下周
价格还将继续下降，西北其他地区价格稳中偏强，整体幅度暂看 10-30。

三、钢厂价格政策
本周钢价走势窄幅震荡运行为主，从价格走势方面来看，华东地区涨跌幅在
10-30 元/吨，华北地区涨跌幅在 10-40 元/吨，华南地区涨跌幅在 10-40 元/吨；西南
地区上行 30；从成交来看，从全国 35 个仓库库存量来看，本周螺纹库存量 878.08
万吨，上周 866.82 万吨，环比增加了 17.38 万吨，与去年同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相比，增加 368.61 万吨，线材库存量 190.54 万吨，上周 189.08 万吨，环比增加了
1.47 万吨，与去年同期（2019 年 8 月 27 日）相比，增加 13.81 万吨，综合来看，
钢材库存总量在增加，整体还是高库存高产量的现状，从期货市场分析，黑色系在
历史高位区域弱势运行，资金出现集体出离，当前股市，商品均出现滞涨的状态，
成交方面，市场出货一般，需求较为疲软，目前价格走势能否有效突破，还要看新
的驱动性上行力量有没有聚集，因此后期可结合资本市场以及产业下游端能否最终
兑现，预计下周市先强后弱运行，遇到需求不给力也有可能面临恐慌抛售，波动幅
度看 20-50 左右。

四、库存分析
1.数据解读
从本周数据对比来看，本周螺纹全国统计仓库库存量（如图 1 所示）：878.08
万吨增 11.26 吨，环比上升 1.3%，与去年同期（2019 年 8 月 27 日）相比，增加 244.94
万吨，同比上升 38.69%。本周线材全国统计仓库库存量（如图 2 所示）：线材社库
190.54 万吨增 1.46 吨，环比增加 0.77%，与去年同期（2019 年 8 月 27 日）相比，
增加 6.67 万吨，同比上升 3.63%。本周钢价适逢下旬商家资金压力偏大，台风登录
华东跟东北，市价整体偏弱震荡。目前市场仍然处于供强需弱的淡季状态，钢厂减
产意愿不大，华东部分地区因利润问题少数厂家减产检修，但整体产量仍然处于高
供给运行，所以短期来看整体社会库存将要小幅上涨。我们再从本周钢厂产量进行
观察，本周螺纹钢周产量为 380.56 万吨，较前周减少 4.41 万吨，环比下降 1.15%，
较去年同期增加 30.15 万吨，同比上涨 8.73%。本周钢厂产量较上周小幅下降，主
要是因为利润有限导致钢厂减产。

2.未来趋势分析
受前段时间持续暴雨的影响，近期西南地区部分钢企检修情况有所增多，
多为原料不足、设施损坏等原因，由于并非主动检修减产，其检修时间一般维
持在 5-7 天，短期产量下降，整体影响有限。而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盈利空
间仍存，8 月下旬大型钢企或者大型高炉检修依然较为少见，各地区产能利用率
不断攀升，再考虑到金九将至，需求有望复苏，后期国内钢市将维持高供给、
高需求状况。

五、原料成本
◆钢坯：本周全国钢坯价格走势稳中小幅下调，目前唐山风向标钢厂报 3400
元/吨，含税出厂。受本地环保管控趋严影响，钢坯直发成交表现一般偏弱，近期成
本方面仍持坚挺态势，厂家主动下调意愿较低，但在高库存和低需求的背景下，下
游厂商购坯意愿多显迟疑，市场交投有限，加上今黑色系期螺午后跳水，商家谨慎
观望为主。华东地区本周价格稳中小幅上调，成交一般，市场表现多以稳定为主，
刺激性因素缺乏，下游按需采购，加上进口坯大部分资源仍处暂不可交易阶段，本
地钢坯资源出货压力有所缓和。整体来说，目前南洪涝北高温的状态已经过去，大
面积施工阶段或将到来，对市场需求会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碍于目前库存偏高
的情况，价格大幅上调存在阻力，故预计下周钢坯价格震荡偏强。

◆铁矿石：本周铁矿石市场先跌后涨。近期普指呈偏弱震荡模式运行，起初连
铁走势疲软带动海运铁矿石价格下跌，虽然后期有小幅反弹，不过也减淡了以固定
价格买盘的兴趣。钢厂方面，由于近期原料价格波动较大以及成材利润不佳，钢厂
用户对价格越来越敏感，甚至已经有钢厂开始下调产量以控制成本，所以货物的折
扣水平将会缩减，如唐山地区受烧结限产文件影响，当地钢厂采购意愿偏弱，现货
市场整体交投氛围较差。到港方面，上周高品粉矿共计到港 363.1 万吨，其中卡粉
到港 217.8 万吨，纽曼粉到港 81.0 万吨。中品粉矿共计到港 435.4 万吨，其中麦克
粉到港 55.5 万吨，PB 粉到港 164.6 万吨，金布巴粉到港 63.3 万吨。低品粉矿共计
到港 326.3 万吨。块矿共计到港 145.3 万吨，其中 PB 块到港 44.9 万吨，纽曼块到
港 87.0 吨。球团共计到港 4.2 万吨。北方六港铁矿石合计到港 1274.32 万吨，环比
减少 3.45%，同比减少 1.04%。品种来看，高品累库主要是卡粉和纽曼，vale 为实
现年度目标下半年一直在冲量，特别是这两周，vale 发货都维持在 700 万吨以上，
属于历史较高水平。而低品粉矿去库良好，随着钢材利润下滑，钢厂越来越重视成
本效益，特别是超特粉的使用。另外钢厂对性价比较高的块矿采购意愿良好，不过
大部分钢厂已经将高炉中块矿比例提高至上限。国产矿方面，外矿震荡运行，商家
多维持坚挺，因唐山本地低品资源紧张，致使矿选企业仍维持高要，但钢企看此形
势对高价资源持谨慎态度，致使本周市场整体成交量有所减低。而东北则在上次采
购周期过后，市场一直处于观望状态。钢厂自有球团竖炉多进行检修，直接采购港
口球团入炉。虽然期现货弱势调整，但由于资源吃紧，短期内国产矿市场稳中偏强
运行，有 10-20 元左右的上涨空间。
◆废钢：本周全国废钢继续延续偏强走势。尤其是在华东主导钢厂拉涨之后，
周边省份跟涨较为明显，其中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山东、河南等地，涨
幅主要集中在 10-50 之间。那么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一是废钢价格
持续高位，贸易商反馈高价收货普遍困难，这也导致钢厂到货持续偏低，只能无奈
拉涨抢货；二是各地区高温、雨季频现，给废钢的产出、加工、运输均造成影响，
市场资源整体偏紧，这也是市场盼涨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后市行情走向，还是要
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成品、期螺的表现情况，价格能不能稳住，钢厂是否有钱可赚；
二是随着天气转凉，废钢产量是否处会于一个井喷期，钢厂到货压力能否减轻，也

值得商榷。但从本周来看，尽管沙钢、日照带动一部分钢厂拉涨，但随着成品、期
螺的持续疲软，不少钢厂的到货陡然增加，短期内废钢高位回落是有可能的，因此
预测下周或出现窄幅偏弱调整，建议商家快进快出为主。

六、行情预判
综观下周钢市，通过多角度多因素的分析，我们预计钢价以偏强震荡为主，涨
幅在 30-50 之间。主要原因如下：从利多的角度来看：1、期螺见底回涨，下周或迎
来技术面上涨周期提振现货市场 2、传统旺季将至，需求或将回升支撑钢价走强 3、
原材料坚挺，基本面偏好，助推钢价上涨。从利空的角度来看：1、本周库存数据偏
空，成交不佳，库存累库，市场心态依旧弱势。综上所述，我们预计下周钢价以偏
强运行为主，整体涨幅集中在 30-50 之间

七、产业信息
7 月全球粗钢产量下降 2.5%

2025 年江苏产能或达 7800 万吨

◆粗钢产量：2020 年 7 月，全球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2.5%，至 1.527 亿吨。2020
年 7 月，中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9.1%，至 9340 万吨。欧盟地区粗钢产量的预估值
为 980 万吨，同比下降 24.4%。美国粗钢产量为 520 万吨，同比下降 29.4%。独联体
粗钢产量的预估值为 810 万吨，同比下降 5.8%；

◆行业发展：江苏省钢铁行业沿江沿海协调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目前，江苏
沿海地区钢铁产能达 3300 万吨，预计到 2025 年，江苏省钢铁行业沿江、沿海钢铁
冶炼产能比例关系由目前的 7:3 优化调整为 5:5。经测算，届时，江苏沿海地区新
增钢铁产能达 4500 万吨以上，江苏省沿海地区钢铁产能将达 7800 万吨。
八、下游基建
房地产市场：近期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企座谈会，研
究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会议强调，市场化、规则化、透明化的融资规则，
防范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从地方政策来看，
近月来衢州、福州、桂林、泸州、黄石、惠州、汕头等多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最

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百城“房价过热”城市正在减少，1 至 7 月全国百城新建
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15647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10.4%，房价同比涨幅超过 20%为
“房价过热”城市，从 1 至 7 月房价涨幅来看，全国有 8 个城市位于过热区间。另
外，土拍市场或稳中回落，据中指院最新数据显示，8 月以来，截至 20 日，全国 300
城共推出住宅用地 0.6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近两成，环比下降 7.5%，住宅用地成交
面积同比下降 5.9%、环比下降约 30%。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房地产在超预期的景
气之后，下半年或面临持续性不足，不过，房地产整体韧性较强，“金九”该领域
相关的螺线需求将正常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