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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与后市展望

表1：2月7日钢材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成交及持仓情况（单位：元/吨、%、手、亿元）

合约

代码

前收

盘价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幅 成交量 持仓量

持仓量

变化

资金流

入流出

RB2305 4049 4040 4055 3978 4018 -0.47% 1,511,616 1,974,498 -10,167 -1.33

HC2305 4095 4093 4106 4032 4069 -0.15% 348,397 791,599 -5,155 -0.54

SS2303 16925 16920 16965 16800 16815 -0.36% 62,964 64,485 259 -0.02

数据来源：上期所网站，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2 月 7 日，螺纹钢、热卷期货主力合约 2305 探低回升，其中螺纹钢 2305 合

约在午后创下1月6日以来新低后有所反弹；不锈钢期货主力合约2303震荡回落，

回吐前两个交易日大部分涨幅。

表2：2月7日黑色系期货持仓情况（单位：手、%）

合约
前 20 多头

持仓
前 20空头

持仓
前 20 多头
持仓变化

前 20 空头
持仓变化

多空
对比

偏离度

RB2305 1,194,322 1,294,330 9,208 4,159 5,049 0.41%

HC2305 568,677 546,798 -2,017 -1,449 -568 -0.10%

SS2203 45,333 44,307 846 -1,145 1,991 4.44%

J2305 21,583 20,838 -499 -273 -226 -1.07%

JM2305 46,370 50,841 557 498 59 0.12%

I2305 516,211 467,522 -4,204 -1,605 -2,599 -0.53%

数据来源：上期所、大商所网站，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1.1 现货市场动态与技术面走势：

2 月 7 日，部分螺纹钢和热卷现货市场价格继续回落。长沙、太原、包头、

昆明、贵阳、合肥市场的螺纹钢价格下跌 30-40 元/吨，上海、杭州、武汉、西安、

广州、郑州、北京、沈阳、成都市场的螺纹钢价格下跌 10-20 元/吨。南宁市场的

热卷价格下跌 30 元/吨，无锡、乐从、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上海、武汉、

北京、石家庄、太原市场的热卷价格下跌 10-20 元/吨。螺纹钢 2305 合约日线 KDJ

指标下行，K值、D 值继续走低，J 值调头回落；热卷 2305 合约日线 KDJ 指标走

势继续分化，D 值继续走低，K 值调头回落，J值近乎走平。螺纹钢 2305 合约日

线 MACD 绿柱继续放大，热卷 2305 合约日线 MACD 绿柱转为小幅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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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后市展望：

消息面上，2023 年第一船澳洲焦煤正驶向中国，预计 2月 8日到达湛江港。

基本面上，春节假期前后（1 月 20 日至 2月 3日），由于正值大多数房地产和基

建项目停工、制造业用钢采购停滞阶段，Mysteel 统计的钢材五大品种厂内库存

和社会库存合计得出的总库存，自 1638.25 万吨大增 35%至 2218.36 万吨，其中

钢材厂内库存大增 42%至 675.84 万吨，社会库存增 33%至 1542.52 万吨。

短期钢材库存大增导致供大于求，钢材价格止涨，后期压力或将传导至原燃

料。展望后市，近期原料端来自政策面和市场基本面的压力逐步增大，这将在成

本支撑方面对成材价格上涨构成制约，预计后市或出现阶段性震荡回落，建议以

前期多单止盈或逢高阶段性卖出保值思路把握春节后行情。

二、行业要闻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下称《纲要》）。

《纲要》提出，到 2025 年，质量整体水平进一步全面提高，中国品牌影

响力稳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升；产业质量竞争力持续增强，

建成一批具有引领力的质量卓越产业集群；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水平

显著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 94%；品牌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并形成一大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在提升建设工程品质方

面，《纲要》明确，提高建筑材料质量水平，加快高强度高耐久、可循

环利用、绿色环保等新型建材研发与应用，推动钢材、玻璃、陶瓷等传

统建材升级换代。大力发展绿色建材，完善绿色建材产品标准和认证评

价体系，倡导选用绿色建材。开展住宅、公共建筑等重点领域建材专项

整治，促进从生产到施工全链条的建材行业质量提升。同时，还要打造

中国建造升级版，加强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和方法高水平应用，打造品质

工程标杆。推广先进建造设备和智能建造方式，提升建设工程的质量和

安全性能。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深入推进可再生能源、资源建筑应用，

实现工程建设全过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为 31845 亿美元，较 2022 年末上升 568 亿美元，升幅为 1.82%。2023

年 1 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

美元指数下跌，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

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呈回升

态势，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副司长翟波近日在《中国建设报》发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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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支持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结合实际发

展共有产权住房，以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为主，逐步扩大到城镇常住人口。

 据《华夏时报》2 月 7 日消息，在 2022 年全国 GDP 十强城市中，除了北

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外，其余 6 个城市均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楼市限购。

除此之外，像佛山、东莞等 2022 年 GDP 过万亿元的城市，则放开全域限

购。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关荣雪认为，“预计后续还将会

有更多热点二线城市跟进，预计除了一线城市外，其他城市或将全面取

消限购。”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2月 7日在郑州召开，会上通报了 2023

年重点工作。会议提出，围绕第一批专项借款项目 10 月底前全部建成交

付、第二批年底前交付 50%目标，发挥“一楼一策一专班一银行”机制

作用，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目标任务。

会议明确，今年将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逐步提高预售门槛，

以郑州、开封为试点，积极探索预售制度改革和现房销售。推动房地产

企业做强一批、整合一批、转型一批、出清一批，支持房地产企业向商

业、文化、旅游、物业管理、住房体检、住房养老等延伸，由开发商向

城市综合服务运营商转型。探索建立人房地钱联动机制。郑州市要开展

长租房试点，培育市场主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满足新市民、青年人

住房需求。会议明确，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新

开工棚改安置房 28 万套、基本建成 20 万套，大力推进征收安置问题项

目建成交付。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7.5 万套，提升公租房精准保障

能力，完善准入、管理以及退出机制。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

理和运行制度，扩大受益范围。支持提取公积金用于租房和城镇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推进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推动租房提取、提前退休提

取两个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记者 2 月 6 日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应约与澳大利亚贸

易部长法瑞尔举行视频会谈。王文涛表示，中方愿与澳方重启经贸交流

机制；拓展在气变、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空间，推动两国经贸关系

高质量发展。双方就落实两国领导人印尼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妥善处

理彼此重点经贸关切，规划发展中澳经贸下阶段关系等进行了专业、务

实、坦诚的交流。王文涛指出，中澳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双方经济

结构高度互补，双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当前两国经贸关系正面临重要

窗口期，双方应共同努力，为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此次会谈

是双方共同推动中澳经贸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一步。王文涛表示，中国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一个不断发展、持续开放的中国，将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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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机遇。双方下阶段应按照两国领导人

会晤指明的方向，相向而行，加强经贸领域沟通协调，就各自关心的问

题寻找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中方高度关注澳加严对中国企业赴澳投资

经营的安全审查，希望澳方妥善处理相关个案，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

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王文涛邀请法瑞尔在合适的时间访华。

 2 月 7 日消息，外媒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总理在 2 月 7 日举行的

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报道称，这是两国加强与中国

这一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的最新迹象。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

示，他对澳贸易部长法瑞尔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一举行的“富有

成效”的视频会议感到满意，会上商定法瑞尔将很快前往北京。阿尔巴

尼斯还表示，“我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很清晰，我们将在能够合作的

领域尽力合作，在必要时坚持不同意见，并致力于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他补充称，“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额比排名于中国之后的三大贸易伙

伴的总和还要多。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

益。”

 北京时间 2月 7日消息，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强

劲且富有韧性”，目前仍处于有望避免衰退的道路上。当地时间 2 月 6

日耶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货膨胀处于大幅下行的轨道上，经济仍

然强劲”。耶伦认为“通胀仍然太高”，降低通胀一直是拜登的首要任

务。她表示，1 月强劲的就业报告彰显了经济增长动能。耶伦说，“当

你增加了 50 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处于 50 多年来最低水平时，你不会

遇到经济衰退”。美国劳工部上周公布，1月新增就业岗位 51.7 万个，

超过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失业率降至 3.4%，为 1969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

 2 月 6 日举行的 2023 年度工作会议上，中国宝武董事长陈德荣表态称，

中国宝武今年计划推进钢铁板块的专业化整合和对外联合重组，涵盖硅

钢、钢管、重轨、厚板等领域。陈德荣提出，今后三年，中国宝武将大

力引入战略投资，推进子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争取集团层面在“十

四五”末拥有 20 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形成强大的“宝武系”。

 据新华财经，多个钢铁生产大省已发布文件，部署 2023 年及未来钢铁行

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其中，培育组建钢铁大集团、提高短流程电炉

炼钢占比、严禁新增钢铁产能等目标和任务被多次提及。河南省人民政

府 1 月上旬印发的《大力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稳定向好政策措施的通

知》提出，加快钢铁企业装备大型化改造，组建省钢铁集团。钢铁产量

大省江苏将持续推动提档升级，推进废钢资源高质高效利用，有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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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炼钢发展。江苏省工信厅日前发布的《江苏省工业领域及重点行业

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到，鼓励有条件的高炉—转炉长流程企业就地改造

转型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到 2025 年，短流程炼钢占比力争达到 20%以

上。山东省委、省政府此前印发的《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提到，推进钢焦铝产业布局优化。

通过产能置换、指标交易、股权合作等方式兼并重组，做大做强日—临

沿海先进钢铁基地，优化提升莱—泰内陆精品钢基地，推动内陆非规划

基地钢铁产能应退尽退，沿海地区钢铁产能占比大幅提升。四川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 1 月上旬印发的《四川省钒钛钢铁及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

南》指出，着重培育产业集团，支持特钢企业加强协同合作，推动组建

特钢企业集团，壮大实力。到 2025 年，培育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钒

钛钢铁及稀土大企业大集团，推动钒钛钢铁及稀土产业规模达到 6000

亿元以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浙江省污染天气消除和柴油货车

污染治理攻坚三年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推进钢铁企业兼并重

组，加快提升产业集中度，钢铁冶炼企业数量减少到 10 家左右。推进全

废钢电炉工艺，推动长流程炼钢转型为短流程炼钢，压减长流程炼钢产

能 150 万吨以上。

 按照《河北省钢铁行业产能置换设备拆除验收标准和工作程序（试行）》

规定，河北华西钢铁有限公司用于河北华西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搬迁项目

产能置换的 2 座 450m³高炉（1#、2#）、1座 1080m³高炉（3#），唐山金

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出让用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唐特钢有限公

司精品钢项目产能置换的 1 座 1080m3 高炉（1#）、1座 1350m3 高炉（2#）

已完成拆除工作。

 2 月 2 日，英国贸易救济署(TRA)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耐腐蚀钢

（CorrosionResistantSteels）反倾销措施立案进行过渡性审查，以决

定源自欧盟的上述措施是否继续在英国实施及是否调整税率水平。涉案

产品的英国海关编码为 7210410020、7210410030、 7210490020、

7210490030、7210610020、7210610030、7210690020、7210690030、

7210908092、7212300020、7212300030、7212506120、7212506130、

7212506920、7212506930、7212509014、7212509092、7225920020、

7225920030、7225990022、7225990023、7225990041、7225990092、

7225990093、7226993010、7226993030、7226997013、7226997093 和

7226997094。倾销调查期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损

害调查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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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概览

图1：主要市场螺纹钢现货价格：元/吨 图2：主要市场热卷现货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图3：钢材五大品种周产量：万吨 图4：钢材五大品种钢厂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图5：主要城市螺纹钢社会库存：万吨 图6：主要城市热卷社会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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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高炉开工率与炼铁产能利用率：% 图8：电炉开工率与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图9：全国日均铁水产量：万吨 图10：钢材五大品种表观消费量：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图11：上海螺纹现货与5月合约基差：元/吨 图12：上海热卷现货与5月合约基差：元/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数据来源：Mysteel，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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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期货研究发展部】
宏观金融研究团队 021-60635739 有色金属研究团队 021-60635734 黑色金属研究团队 021-60635736

石油化工研究团队 021-60635738 农业产品研究团队 021-60635732 量化策略研究团队 021-6063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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