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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ndustryInfo] 

钢铁行业日报 
超配 

（调高评级） 
 

 

2017 年 09 月 21日 

 一年该行业与上证综指走势比较 行业日报  

 

利空出尽、板块企稳反弹 

 

 钢材市场及钢铁板块行情总结 

9 月 20 日，申万钢铁板块上涨 1.04%，上证综指上涨 0.27%。涨幅前五的公司

分别为新钢股份（5.23%）、西宁特钢（3.41%）、安阳钢铁（3.04%）、南钢股份

（2.99%）、鞍钢股份（2.84%）。螺纹钢（HRB400 上海）4030 元/吨，较上个

交易日下跌 10 元/吨；热卷（3.0mm 上海）4210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下跌 50

元/吨；冷轧板（1.0mm 上海）4580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下跌 50 元/吨；中厚

板（20mm 上海）4090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下跌 10 元/吨。 

 行业资讯 

宝武集团：正和国内钢铁公司洽谈并购  主要是国企。财联社 20 日讯，中国宝武

集团总经理陈德荣在上海表示，中国的钢产能可能下降到 5 亿吨。宝武集团通过

并购来提高钢产能，希望达到中国钢铁市场份额的 1/5 到 1/4。正在和一些国内

钢铁公司洽谈并购，主要是国有企业。宝武集团 1-8 月利润超过 100 亿元。（财

联社） 

8 月份钢铁 PMI显示行业形势继续向好。根据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查、

发布的数据，8 月份，钢铁行业 PMI(采购经理指数)为 57.2%，较 7 月份回升 2.3

个百分点，连续 4 个月处在 50%以上的扩张区间，并在 7 月份的基础上再创新

高，表明钢铁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主要分项指数中，生产指数止跌回升，新

订单指数进一步提升，新出口订单指数显著回落，产成品库存指数小幅回升但仍

处在 50%以下的收缩区间，原材料采购指数和购进价格指数大幅攀升。当前，国

内钢铁企业产销衔接顺畅，库存处于低位，钢厂出口积极性不高。同时，铁矿石、

焦炭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钢厂生产成本明显攀升。（中国冶金报） 

环保部：钢铁、水泥等非电力行业是重点。环境保护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

江 19 日表示，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在内的非电力行业，是目

前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新华社） 

 

 

  

 
  
相关研究报告： 
《钢铁行业日报：期货价格继续下跌，现货价
格趋稳》 ——2017-09-20 
《钢铁行业日报：钢材价格微跌，板块继续调
整》 ——2017-09-19 
《钢铁行业周报：钢价震荡下跌，板块深度调
整》 ——2017-09-18 
《钢铁行业日报：宏观数据不及预期，板块加
速下跌》 ——2017-09-15 
《行业重大事件快评：宏观数据不及预期，黑
色 期 货 和 钢 铁 股 均 大 幅 调 整 》  — —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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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信钢铁每日资讯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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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作者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解，

通过合理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

响，特此声明。 

风险提示 

本报告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司

客户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

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我公

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

但我公司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

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发布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我公司

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我公司或关联

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

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我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

及资料处于最新状态；我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

保证及时公开发布。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

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

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投

资者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

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

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本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

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

券投资的相关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

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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