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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企业对后期价格走势偏乐观，认为本轮上涨与国内供需关系不大，

主要是流动性过多以及海外需求强劲。若剔除流动性因素后，价格大概

在 5000 多附近。所以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市场可能会有大量库存出现。

焦炭中期来说也是会呈现偏强走势。因为 2025 年以后 2000 立方以下高

炉全部淘汰，随着高炉的大型化，焦炭最差可能也要需要准一级。而在

中澳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澳洲煤进口短期放开可能性不大，这会造成国

内优质焦煤资源紧张。铁矿石价格仍有创新高可能。主要是因为中澳关

系紧张下供应有不确定性，国内矿增量有限以及钢材供应依然有增长空

间 

◆目前钢坯库存总量为 20 万吨，4 月上旬一度降至历史低点 4 万吨

左右，之后随着外地钢坯进入唐山库存逐步回升。库存构成上，本地和

外地货各占一半。另外库存中有 70%为国企贸易商库存，这部分多为期

现套利盘。仓库每天入库约 5000-6000 吨，出库量为 1.5-2 万吨，出库量

处于历史相对高位，主要是因为 4 月份之后，仓库辐射地区的轧钢厂陆

续复产，目前已经基本全开 

◆目前行业基本面处于高产量、高利润、高库存的状态，但整体的

市场情绪还是不错的。企业了解目前下游的钢管厂已经出现亏损，部分

企业开始出现卖原料的情况。企业自己的镀锌厂也开始有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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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研背景 

3 月份之后，唐山地区环保限产政策的收紧造成了钢材价格的大幅上涨，钢厂利润快速

扩张。3 月 19 日唐山地区发布了《关于唐山市钢铁行业企业限产减排措施的通知》，要求

违规的 7 家企业自 3 月 20 日至 6 月底限产 50%，7-12 月限产 30%；其余 16 家钢企自 3

月 20 日至 12 月底限产 30%。4 月份之后，在需求持续向好、市场流动性整体偏宽松的背

景下出现了成材、原料同步上涨的格局，且目前价格仍在上涨趋势之中。但在当下位置上，

市场对于后市价格能否持续上涨开始出现分歧！那么，目前唐山地区的限产情况执行如何？

当前钢材及原料市场供需情况如何？当地企业又是如何看待当下的行情？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从 5 月 11 日起前往唐山进行实地调研！  

5 月 12 日当天走访两家钢厂和一个主流钢坯仓库 

2. 主要调研纪要 

2.1.调研对象 1：唐山某大型钢企 

（1）企业概况 

该企业 2002 年投产，目前产能 700 万吨，拥有 6 座高炉，其中 2 座 630 立方，3 座

1080 立方和 1 座 1500 立方。成材拥有 1 条 1450MM 冷轧产线，两条热轧产线，分别为

1450MM 和 1750MM。目前拥有新建焦电产能 150 万吨。 

（2） 环保限产执行情况 

 企业目前严格执行 30%限产要求，6 座高炉停产两座，分别为 1 座 1080 立方和 1 座

630 立方；4 座高炉在产，日均铁水产量 13000 吨。另外烧结矿限产比较频繁，几乎每天

一个政策。 

(3)原料采购及吨钢利润情况 

目前企业矿石库存在 10 天左右，焦炭厂内库存 5-6 天。焦炭之前企业自有的 4.3 米老

焦炉已经淘汰，目前基本全部外采。 

矿石入炉品味在 57.1%，比之前有所提提高，在矿石品种选择上尽量使用国内精粉，

主要有 69%和 66%精粉。进口矿主要以超特粉和 FMG 混合粉为主。内外矿使用比例上大

概各占 50%。 

企业废钢添加比例在 15%-20%，主要是因为限产政策限制转炉生产炉数，导致废钢添

加比例没有明显增加。 

目前企业吨钢利润在 1000 元/吨左右。 

（4）国产矿主要情况 

 在环保限产的压制下，国内矿增产不明显，企业所在地也是国内矿的主要产区之一，

当地共有 88 家选矿厂，因环保问题取消了 3 家。当地精粉的年产量满产的话可以达到 5000

万吨，目前产量在 2000 万吨左右。邯郸、天津等地区均在当地采购精粉。 

（5）冷热卷利润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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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目前热卷月产量在 40 万吨左右，自用大概 12-13 万吨，热卷到冷卷的加工费在

150 元/吨。目前冷轧利润 100 元/吨左右，并不低。 

（6）对未来行情走势看法 

对后期价格走势偏乐观，认为本轮上涨与国内供需关系不大，主要是流动性过多以及

海外需求强劲。若剔除流动性因素后，价格大概在 5000 多附近。所以一旦货币政策收紧，

市场可能会有大量库存出现。 

焦炭中期来说也是会呈现偏强走势。因为 2025 年以后 2000 立方以下高炉全部淘汰，

随着高炉的大型化，焦炭最差可能也要需要准一级。而在中澳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澳洲煤进

口短期放开可能性不大，这会造成国内优质焦煤资源紧张。 

铁矿石价格仍有创新高可能。主要是因为中澳关系紧张下供应有不确定性，国内矿增

量有限以及钢材供应依然有增长空间。 

2.2.调研对象 2：唐山某主流钢坯仓库 

该仓库为唐山地区最大的钢坯仓库，占地约 300 亩，其中仓储占地 150 亩，钢坯总库

容约 60 万吨。 

目前钢坯库存总量为 20 万吨，4 月上旬一度降至历史低点 4 万吨左右，之后随着外地

钢坯进入唐山库存逐步回升。库存构成上，本地和外地货各占一半。另外库存中有 70%为

国企贸易商库存，这部分多为期现套利盘。 

仓库每天入库约 5000-6000 吨，出库量为 1.5-2 万吨，出库量处于历史相对高位，主

要是因为 4 月份之后，仓库辐射地区的轧钢厂陆续复产，目前已经基本全开 

仓储费方面设置一个月的免兑期，超过之后 0.1 元/吨天 

2.3.调研对象 3：唐山地区某大型钢企下属贸易公司 

（1）企业概况 

该企业所属钢厂拥有 6 座高炉，分别为 2 座 2000 立方和 4 座 1280 立方，年产能 850

万吨，企业之前的 550 立方高炉在去年全部置换为 2000 立方高炉。成材方面，拥有 2 条

带钢产线 1 条 650MM，1 条 850MM，月产量在 23 万吨左右。另外拥有 3 条型钢产线和 1

条钢板桩产线，螺纹钢产线目前已经停产。 

（2）环保限产执行情况 

  企业所属钢厂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 30%限产比例限产，目前停了 2 座 1280 立方高

炉，在产高炉铁水产量为 57-58 万吨/月。 

（3）原料采购及吨钢利润情况 

 企业所属钢厂目前焦炭库存在 10 天左右，最为紧张的时候有 4 天，矿石库存约为 13-

14 天，上周六补库存 9 万吨左右。 

矿石品种上主要以使用纽曼粉和纽曼块为主，采购矿石的平均品位在 63%以上，球团

矿比例在 10%左右。环保限产对于烧结影响较大，对球团矿影响并不大。目前采购的进口

矿中每年有 100 万吨左右的长协，其余现货。 

焦炭全部外采，主要从旭阳及内蒙古地区采购，品质为准一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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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钢添加比例在 6%-7%之间，废钢添加比例较低主要是因为转炉生产炉数受限，正常

水平为每天 27 炉，目前为 22 炉 

企业所属钢厂目前吨钢毛利为 1600/吨。 

（4）铁矿石高低品价差情况 

  企业高低品价差已经拉到历史极值，因为钢厂利润比较高，企业倾向于使用高品矿，

所以短期价差看不到回归的动力。 

（5）出口情况 

  企业有出口业务，目前出口量在 15 万吨/月，主要出口品种为冷轧基料，出口目的地

为越南、韩国和东南亚地区，钢板桩主要出口到欧洲。 

  出口到越南的冷轧基料经过加工之后会出口到美国，而国内钢材直接出口到美国的

话需要面临 28%的关税和 200 美金的运费。 

3-4 月份越南一直在中国买货，之前有北方某大型钢厂热卷在 950 美金成交，折算国

内的话 6600 元/吨。而出口退税政策出台之后，950 美金以上的价格还没有成交，主要是

因为部分内贸的价格已经超过了东南亚地区。而且去越南还要考虑 40 美金左右的运费。企

业认为海外可接受的中国热卷价格在 6000-6100 元/吨。 

（6）关于下游接受度问题 

目前行业基本面处于高产量、高利润、高库存的状态，但整体的市场情绪还是不错的。

企业了解目前下游的钢管厂已经出现亏损，部分企业开始出现卖原料的情况。企业自己的

镀锌厂也开始有亏损。 

从 5 月初的成交情况看，5 月 1 号到 5 号企业每天能成交 2 万吨左右现货，6 号之后

基本没有成交，但 5 月 12 号当天又成交了 1 万吨现货，说明下游企业开始被动接货，冷轧

也属于被动跟涨到 7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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