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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风口在哪里？钢需增量看雄安   

      
 

 

 

内容摘要： 
   进入 6 月后，钢材淡季特征明显，但华北的钢材价格却表现突

出。我们跟踪市场信息和数据，发现原因是雄安新区各项目在加速推

进，雄安新区用钢量有超预期的表现。 

通过整理新区规划及推算建筑用钢量，我们测算雄安新区年内

整体用钢需求大概在 500 万吨。按照施工进度及强度，钢材需求会

在三季度加速增加并且需求强度会至少维持到今年年底。基础设施

建设的推进以及容东住宅安置区的启动，雄安的钢材需求会成为旺

季需求的重要支撑。 

 

 

求真 细节 科技 无界 
2020 年 7 月 12 日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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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降雨量偏多，自华东进入梅雨季后，建材成交显著回落，螺纹钢结束了连续多周的降

库状态，库存出现拐点，进入淡季。  

 

螺纹钢的淡季特征明显，但华北区域的螺纹钢价格却保持强势，与华东的螺纹钢价差不断走

高，预示着华北螺纹钢需求偏强。 

图表 1：华北-华东螺纹钢价差（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 ,混沌天成研究院 

 

跟踪整理公开的新闻报道，发现环京地区的增量需求可能来自于雄安新区。所以我们整理了雄

安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招投标信息，发现 2020 年以来雄安新区的招投标项目数量及金额有明

显的增加。 

图表 2：雄安新区招投标项目数 图表 3：雄安新区招投标金额（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 ,混沌天成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 ,混沌天成研究院 

雄安新区的用钢需求对华北钢材价格有着明显的支撑，但雄安用钢需求到底有多少呢？为此我

们研究并分析了雄安新区建设需求的用钢量。 

一、雄安新区建设钢材用量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

意味着雄安新区建设的正式启动。2020年虽有受疫情影响，但总的来说雄安新区建设进展顺利。 



oXyUeVhZpXpPtQ7NcMbRoMmMnPqQlOnNsNjMnMtO7NmNoNMYmQvMNZqM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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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的河北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 2020年要重点推进雄安新区，加快启动区、容东片区、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项目的建设。根据招投标的中标信息所涉及的项目名称，基于雄安新区的总体规

划，我们总结并推算了雄安新区的主要项目的规划用钢量及今年预计用钢量如下： 

图表 4：雄安新区主要项目用钢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 ,混沌天成研究院 

雄安新区的启动区、起步区的建设目标为，到 2022年交通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主要市政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建成，重要功能节点建设有序推进，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初见成

效，城区雏形初步显现。 

图表 5：雄安新区起步区规划 图表 6：雄安新区启动区选址位置图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 ,混沌天成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 ,混沌天成研究院 

根据雄安新区规划及建设目标，拆解启动区、起步区用钢需求为如下几个部分： 

1. 高速铁路：“四纵两横”高铁交通网 

雄安新区在对外交通网络方面将构建“四纵两横”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四纵”分别为：京广

高铁、京港台高铁（京雄段）、京雄城际-石雄城际、新区至北京新机场快线。“两横”分别为：

津保铁路、津雄城际-京昆高铁（忻雄段）。 

图表 7：雄安高速铁路项目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混沌天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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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京雄铁路预计 2020年年底通车，项目总投资 335.3亿元。而京雄铁路重要的标志性建

筑--雄安高铁站于 7月 11 日完成了清水混凝土施工。雄安高铁站是亚洲最大的高铁站，结构为桥

式站，主体共 5层。线路全长 92.4公里，房屋总建筑面积 47.5万平方米，高铁站建筑用钢量约

20 万吨。 

图表 8：雄安铁路规划 图表 9：雄安高铁站在建照片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混沌天成研究院 数据来源：网络资料 ,混沌天成研究院 

 

2. 高速公路：“四纵三横”区域高速公路网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四纵三横”区域高速公路网。“四纵”为京港澳高

速、大广高速、京雄高速（含新机场北线高速支线）、新机场至德州高速，“三横”为荣乌高速新

线、津雄高速、津石高速，实现新区 60分钟到北京、天津，90分钟到石家庄。 

图表 10：雄安高速公路项目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混沌天成研究院 

雄安新区不仅有跨区域高速公路网，新区内的交通网络也在快速搭建。我们通过合作伙伴--北

京四象爱数的卫星遥感影像，观察到雄安新区的 K1快速路（一期）项目正在加速施工，其高架桩

已架设完毕，桥面建设基本完成。项目计划 2020 年 9月 28日竣工，为加快施工进度，该项目春节

期间并未停工，故施工人员未受疫情影响，主体项目按期进行。 

 

如下图 14所示，左上图为 2019年 9月，道路地面平整已完成，高架桩地基铺设完毕，路面硬

化未开始。右上图为 2020 年 1月，变化不大。而左下图为 2020年 3月，其办公区、工棚区基本完

成，正在进行路面施工，部分路段道路逐步硬化，右下图为 2020年 6月底数据，显示高架桩已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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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完毕，桥面道路建设基本完成，预计 K1快速路项目如期竣工。 

图表 11：2019年 8月-2020 年 6月年 K1快速路卫星遥感影像 

  

  

数据来源：四象爱数,混沌天成研究院 

  

3. 地下管廊系统 

雄安新区在建筑规划中明确提出建造海绵城市，且由于雄安新区地处白洋淀，是自古以来地势

低洼，故新区的排水系统更要经受考验。为此，政府在雄安新区规划中明确规划了密度远超于平均

水平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系统。根据新区规划，我们按照 1公里的管廊大概需要 0.55万吨左右的

钢材整理了地下管廊用钢需求如下： 

图表 12：雄安高速公路项目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混沌天成研究院 

 

按照建筑顺序，地下管廊项目要先于地表建筑项目先行建设。同样，我们通过跟踪四象爱数提

供的雄安新区管廊项目进展，发现了样本管廊项目在快速建设。如图 16 所示，跟踪区域为荣乌高

项目 面积/平方公里 地下管廊长度/公里 钢材需求/万吨

启动、起步区 100 50 27.5

中期发展区 200 100 55

远期控制区 2000 1000 550

雄安新区地下管廊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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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北侧容东片区地下管廊项目，左上图 2019年 8 月，样本区域居民拆迁仍未完成，而右上图 2020

年 1月该区域拆迁已经完成，进入土地平整阶段，左下图 2020年 3月已经进入地下管廊施工建设

阶段，管廊系统已初见雏形。右下图 2020年 6月，据最新一期数据显示，样本地下管廊项目已基

本铺设完成。区域内白色线条均为地下管廊项目，非管廊项目的土地已平整完成，等待续建项目入

场施工。 

图表 13：2019年 8月-2020 年 6月年容东片区综合管廊项目 

  

  

数据来源：四象爱数,混沌天成研究院 

 

 

 

 

 

 

 

 

4. 住宅安置区：容东片区      

容东片区各组团承担着大量的安置房建设任务，是雄安新区第一批搬迁群众回迁的安置房项

目。2020年 5月雄安新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公布了容东片区在中标公示，标志着雄安新区安

置房建设正式进入施工阶段，容东片区钢材需求开始启动。按照规划，容东片区规划地上总建筑面

积约 1140 万平方米，地下总建设面积约 470 万平方米。 



 

6 
 

混沌天成期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CHAOS TERNARY RESEARCH 

图表 14：容东片区位置图 图表 15：容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 ,混沌天成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混沌天成研究院 

 

根据 MySteel整理的雄安在建安置房的项目情况汇总如下:  

图表 16：螺纹表观消费量（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雄安新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混沌天成研究院 

根据新区规划，雄安新区住宅高度限制在 35 到 45米之间。此外，容东片区采用装配式建筑，

以容东片区 E组团安置房项目为例，总建筑面积 175.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 157栋约 9151 户

安置住宅。 

值得一提的是，容东片区 E组团使用的是装配式建筑，通过常规工程与装配式工程钢筋含量的

对比，发现装配式工程钢筋用量较常规多约 10kg/平米，则根据雄安住宅高度限制、计划建筑面

积、安置居民户数，考虑到装配式建筑的用量增量及新闻报道中的建筑结构，我们粗略的估算了单

栋楼也就是建筑单体用钢量，其公式为： 

地上建筑用钢量=层数×地上单层建筑面积×地上每平米用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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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建筑用钢量=层数×地下单层建筑面积×地下每平米用钢量； 

两者相加得到建筑单体用钢量： 

建筑单体用钢量=地上建筑用钢量+地下建筑用钢量 

 

我们估算得出容东片区 E组团计划用钢量 16 万吨。以 E组团建筑面积对比容东片区各组团建

筑面积，推算年内开工的安置房计划用钢量约为 106万吨。 

 

图表 17：常规工程与装配式工程对比 图表 18：容东片区在建照片 

  

数据来源：网络资料 ,混沌天成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混沌天成研究院 

 

容东片区已开工的组团预计交付时间为 2020 年年底，则可推断，目前已开工的项目计划用钢

量会在年内消耗完毕。其中容东片区 E组团安置房项目将于 8月 4日前实现地下室封顶，11月 4

日前主体结构封顶。则预期雄安新区尤其是容东片区安置房项目的用钢强度可维持到四季度，容东

片区每月需要螺纹钢 15-20 万吨。 

 

就中长期来看，根据雄安新区规划，综合目前已公布的各片区规划的地上及地下规划总建筑面

积，基于上述 E组团的用钢量测算，根据各项目的建筑面积成比例的放大，推算出所有雄安规划中

住宅及配套部分用钢量保守估计约为 600万吨。  

如按照规划目标，在 2022年完成主体城区的建设，预期住宅部分的用钢量自今年起在 2年内

逐步释放。 

 

图表 19：雄安新区住宅及配套项目估算 

 

数据来源：中国雄安官网，混沌天成研究院 

 

 

 



 

8 
 

混沌天成期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CHAOS TERNARY RESEARCH 

二、结论 

根据雄安新区的规划，按照其 2022年完成启动区、起步区的主体建筑施工的建设目标，结合在

建项目的交付时间，我们推断 2020年雄安新区的建设项目用钢量约为 500 万吨。尤其是，三季度建

材需求会加速启动，可有效拉动华北地区的钢材消费，螺纹旺季可期。由于今年项目多为基础设施

及房地产项目，预计对建材消费拉动约 2%。此外根据项目进展及施工强度，判断雄安新区的用钢强

度会至少维持到今年年底。 

 

 

备注：本文中的卫星遥感数据由北京四象爱数科技提供。北京四象爱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是由多位遥感领域专家组建而成，以海量遥感卫星数据分析为核心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卫星工

程大总体、卫星系统、载荷系统、星座规划、卫星测控、运营服务、地面处理、应用服务等方面具

备绝对专业优势，是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顶尖的卫星应用创新型企业。目前公司已开发出包括基础设

施安全监测、环境监测、城市三维建模及违建监测、农业及工程险数据支持、农产品产量监测、矿

产作业监测、港口及航运活跃指数、能源安全及库存指数、灯光经济活跃度指数、地理信息监测平

台等一系列产品，应用范围覆盖政府监管、基建工程、城市规划、环保督察、金融投资、保险、空

间信息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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