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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价格突破警戒线，钢铁去产能完成近 85% 

——实体高频观察（2017年第 28周）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上游：国际综合来看，本周 RJ/CRB 商品价格指数均值环比较上周下跌

了 1.71 个百分点。原油方面：周中公布的美国 EIA 原油库存数据显示

库存降幅超出预期，数据公布后国际油价迎来一波小幅上涨的行情；

但市场经过短暂的乐观情绪后继续回归跌势，主要原因仍在于对原油

产量高位引起的供给过剩，利比亚、你尼日利亚、伊拉克和沙特产量

增加推涨全球原油产量增加 1.4%，而美国原油产量连续 21 周维持在

900 万桶/日的关口之上，对供应过剩的担忧以及需求未有实质利好改

善的情形下，国际油价经过短时上抬后回归下跌趋势。煤炭方面：迎

峰度夏是传统电力需求旺季，但今年水电占比明显低于煤电水平，对

煤电需求的预期增加为本轮煤炭价格上涨提供新的助力，加上 7-10 月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压制了煤炭主产区的供给，煤炭

价格顺势上行。随着全国高温天气再度升温，迎峰度夏也将在 7 月中

下旬迎来真正高峰，预计短期动力煤价格仍将处在高位。铁矿石方面： 

6 月铁矿石进口数量同比增长 16.01%，增速较上月上升了 10.51 个百分

点；国内需求来看，高炉开工率仍维持在高位，部分钢厂已经有补库

迹象，废钢与铁矿石成本差距收窄弱化了废钢的替代性，因此，铁矿

石基本面逐渐向好，对铁矿石价格修复形成支持。 

 

中游：钢铁方面：上半年全国钢铁去产能已经完成年度任务的 84.8%，

而央企钢铁去产能任务已经提前完成。钢铁去产能进一步改善市场的

供求关系，对钢铁价格的支撑作用明显。但全国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抑

制了下游需求，短期内钢铁价格仍以震荡为主、或有微涨的行情。建

材方面：6-8 月是水泥行业的传统淡季，但今年淡季不淡，上周我们就

观察到有多家水泥企业发布涨价函，今年夏季在环保压力、错峰生产

等因素影响下，水泥价格未出现季节性行情，持续上涨的价格趋势也

支撑水泥企业业绩改善。 

 

下游：房地产交易方面：6 月居民中长贷增加 4833 亿，环比仍增加 507

亿，结合楼市销售仍在萎缩的迹象，显示楼市调控对居民中长期的压

制趋势在持续发力，但由于今年一季度楼市销售明显回暖以及销售和

房贷的滞后性，6 月居民中长贷仍在较高位置，后期下滑幅度或有加大

的可能。农产品价格方面：6 月食品类 CPI 同比跌幅收窄，主要贡献

仍然来自鲜菜类，同比转正至 5.8%，增速较上月大幅抬升 12.1 个百分

点，意味着鲜菜类对 CPI 的拖累作用在本月转为向上拉动，但其他食

品（猪肉、鲜果和水产品）分项的拖累均有不同程度的加深。 

 

[Table_Invest]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国际油价冲高回调，6 月土地成交明显增

量弱化对投资的拖累——实体高频观察

（2017 年第 27 周）20170709》 

 

《一驿过一驿，不愁前路修——5 月宏观经

济评述与展望 20170615》 

 

《涉激流，登彼岸—2017 年宏观及大类资产

配置展望 20161121》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许俊 

执业证书编号：S0550517050001 

    

研究助理：  沈新凤 

执业证书编号：S0550116040024 

18917252281  shenxf@nesc.cn 

  

研究助理：  谢林 

执业证书编号：S0550116090091 

13811327928  xiel@nesc.cn 

  
 

证券研究报告 

 

 

发布时间：2017-7-16  

http://www.hibor.com.cn/


                                                             宏观研究报告-数据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2 / 10 

 

目 录 

 

1. 上游：煤炭价格周内突破价格警戒线 .................................................. 3 

2. 中游：上半年钢铁去产能完成近 85% ................................................. 5 

3. 下游：6月新增房贷仍在高位 .............................................................. 7 

 

图 1：RJ/CRB 商品价格指数与南华工业品指数 ................................................................................. 4 

图 2：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 ......................................................................................... 4 

图 3：LME 铜、铝、锌期货结算价 .................................................................................................... 4 

图 4：LME 铜、铝、锌库存............................................................................................................... 4 

图 5：动力煤价格指数和秦皇岛港煤炭库存 ........................................................................................ 4 

图 6：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和煤炭库存......................................................................................... 4 

图 7：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 5 

图 8：全国 45 港口铁矿石库存 ........................................................................................................... 5 

图 9：高炉开工率............................................................................................................................... 6 

图 10：螺纹钢期货结算价、Myspic 综合指数 ..................................................................................... 6 

图 11：螺纹钢和热轧卷板库存 ........................................................................................................... 6 

图 12：中国玻璃价格指数和水泥价格指数.......................................................................................... 6 

图 13：南华 PTA 指数 ........................................................................................................................ 6 

图 14：国内 PTA 开工率 .................................................................................................................... 6 

图 15：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 8 

图 16：100 大中城市住宅类土地成交面积........................................................................................... 8 

图 17：100 大中城市住宅类土地供应面积........................................................................................... 8 

图 18：观影人数和电影票房收入........................................................................................................ 8 

图 19：农产品和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8 

图 20：前海农产品批发指数：蔬菜、鸡蛋和猪肉 ............................................................................... 8 

图 21：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和 CBCFI 综合指数 ................................................................................ 9 

图 22：CCBFI 和 CCFI 综合指数....................................................................................................... 9 

 

表 1：上中下游价格和库存变动一览 .................................................................................................. 9 

 

 

 

 

 

 

 

 

http://www.hibor.com.cn/


                                                             宏观研究报告-数据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3 / 10 

1. 上游：煤炭价格周内突破价格警戒线 

 

国际综合来看，本周 RJ/CRB 商品价格指数均值环比 0.02%，环比连续三周为正，

增速较上周下跌了 1.71 个百分点。  

 

原油方面：国际油价本周涨幅明显。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环比上周五涨 1.71 美元

至 48.42 美元/桶，或 3.66%；WTI 原油环比上升 1.85 美元至 46.08 美元/桶，或 4.18%。

周中公布的美国 EIA 原油库存数据显示库存降幅超出预期，数据公布后国际油价迎

来一波小幅上涨的行情；但市场经过短暂的乐观情绪后继续回归跌势，主要原因仍

在于对原油产量高位引起的供给过剩，利比亚、你尼日利亚、伊拉克和沙特产量增

加推涨全球原油产量增加 1.4%，而美国原油产量连续 21 周维持在 900 万桶/日的关

口之上，对供应过剩的担忧以及需求未有实质利好改善的情形下，国际油价经过短

时上抬后回归下跌趋势。 

 

有色金属方面：本周 LME 铝锌价格环比落入负区间，增速分别下滑 1.43 和 2.1 个

百分点至-0.83%和-0.32%。而 LME 铜价格环比由负转正，增速上升了 2.51 个百分

点至 0.84%。库存方面，期锌库存仍在负增长区间，锌跌幅扩大 1.69 个百分点至

-5.14%；期铜库存由正转负，下跌了 26.74 个百分点至-0.56%。值得注意的是，期

铝结束了长期的负增长，增速较上周抬升了 2.1 个百分点至 0.01%。 

 

国内综合来看，本周南华工业品指数均值环比 1.90%，与上周持平，保持连续六周

上涨。 

 

煤炭方面：煤炭价格周内突破价格警戒线。本周动力煤价格指数（CCI5500）均值

环比 1.96%，增速较上周下跌了 0.73 个百分点，保持连续六周上涨；秦皇岛煤炭库

存环比下跌了 6.66 个百分点至 2.16%。本周 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均值 69.25 万

吨，环比上涨 0.17 个百分点至 7.59%。迎峰度夏是传统电力需求旺季，但今年水电

占比明显低于煤电水平，对煤电需求的预期增加为本轮煤炭价格上涨提供新的助

力，加上 7-10 月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压制了煤炭主产区的供给，煤

炭价格顺势上行。随着全国高温天气再度升温，迎峰度夏也将在 7 月中下旬迎来真

正高峰，预计短期动力煤价格仍将处在高位。 

 

铁矿石方面：6 月中国铁矿石进口数量同比大幅抬升。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CIOPI）

周均值环比 2.58%，增速较上周下跌了 2.58 个百分点；全国 45 港口铁矿石库存环

比由负转正，增速较上周抬升了 1.69 个百分点至 0.41%；本周公布的中国 6 月进出

口数据显示，6 月铁矿石进口数量同比增长 16.01%，增速较上月上升了 10.51 个百

分点；国内需求来看，高炉开工率仍维持在高位，部分钢厂已经有补库迹象，废钢

与铁矿石成本差距收窄弱化了废钢的替代性，因此，铁矿石基本面逐渐向好，对铁

矿石价格修复形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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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RJ/CRB 商品价格指数与南华工业品指数  图 2：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图 3：LME 铜、铝、锌期货结算价  图 4：LME 铜、铝、锌库存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图 5：动力煤价格指数和秦皇岛港煤炭库存  图 6：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和煤炭库存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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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图 8：全国 45 港口铁矿石库存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2. 中游：上半年钢铁去产能完成近 85% 

 

钢铁方面：上半年钢铁去产能完成近 85%。本周高炉开工率为 77.21%，较上周抬

升 0.55 个百分点；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均值环比上升 1.77 个百分点至 2.49%。螺

纹钢期货结算价环比由正转负，并下跌了 1.28 个百分点至-0.61%。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发布消息，上半年全国钢铁去产能已经完成年度任务的 84.8%，而央企钢铁去产

能任务已经提前完成。钢铁去产能进一步改善市场的供求关系，对钢铁价格的支撑

作用明显。但全国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抑制了下游需求，短期内钢铁价格仍以震荡为

主、或有微涨的行情。 

 

建材方面：水泥行业淡季不淡。本周全国水泥价格指数环比 0.16%，结束了连续 7

周下跌，增速较上周抬升了 0.59 个百分点；本周中国玻璃价格指数环比下跌 0.14

个百分点至-0.03%。 6-8 月是水泥行业的传统淡季，但今年淡季不淡，上周我们就

观察到有多家水泥企业发布涨价函，今年夏季在环保压力、错峰生产等因素影响下，

水泥价格未出现季节性行情，持续上涨的价格趋势也支撑水泥企业业绩改善。 

  

化工生产方面：本周南华 PTA 指数均值环比上升 4.58 个百分点至 6.34%；国内 PTA

开工率 63.30%，较上周下跌了 1.8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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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高炉开工率  图 10：螺纹钢期货结算价、Myspic 综合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图 11：螺纹钢和热轧卷板库存  图 12：中国玻璃价格指数和水泥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图 13：南华 PTA 指数  图 14：国内 PTA 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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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游：6月新增房贷仍在高位 

 

房地产交易方面：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6 月居民中长贷增加 4833 亿，同

比减少 806 亿，但环比仍增加 507 亿，结合楼市销售仍在萎缩的迹象，显示楼市调

控对居民中长期的压制趋势在持续发力，但由于今年一季度楼市销售明显回暖以及

销售和房贷的滞后性，6 月居民中长贷仍在较高位置，后期下滑幅度或有加大的可

能。销售上看，上周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340.55 万平方米，年初至今（7

月 7 日），本年累计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33.34%，跌幅较上周收窄 0.25 个百分点；

一二三线累计同比跌幅均有略微收窄，分别同比-32.86%、-34.37%和-31.79%，跌幅

较上周分别收窄 0.18、0.09 和 0.26 个百分点。 

 

土地供应和成交方面：从上周土地供应和成交情况来看，百城住宅土地供应面积环

比增速由正转负，下滑 130.97 个百分点至-47.91%，住宅土地成交面积环比-36.6%，

增速下跌了 84.78 个百分点。从全年累计来看，截至上周（7 月 9 日），住宅土地供

应同比 18.08%，增速较上周下滑 1.37 个百分点，而土地成交同比 28.29%，增速较

上周下滑了 5.58 个百分点。 

 

电影行业：上半年国产电影票房不足总票房的 40%。上周电影票房收入和观影人数

分别环比抬升了 44.24 和 41.85 个百分点至 18.61%和 19.70%。2017 年上半年电影总

票房收入 271.85 亿元，扣除互联网购票服务费，同比增长不足 4%；上半年共 169

部国产电影、104.6 亿票房，在总票房中占比仅 38.5%，而进口电影以仅 52 部就占

据了 61.5%的市场份额。 

 

农产品价格方面：鲜菜类对 CPI 拖累作用发生转向。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环比

跌幅收窄 0.7 个百分点至-0.57%；前海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中，本周蔬菜价格仍处

于正区间内，蔬菜环比 0.53%，增速较上周上升了 0.48 个百分点；生鲜、鸡蛋、白

条猪价格均环比下降，跌幅分别收窄了 0.43、4.27 和 0.08 个百分点至-0.3%、-2.09%

和-0.09%。6 月食品类 CPI 同比跌幅收窄，主要贡献仍然来自鲜菜类，同比转正至

5.8%，增速较上月大幅抬升 12.1 个百分点，意味着鲜菜类对 CPI 的拖累作用在本

月转为向上拉动，但其他食品（猪肉、鲜果和水产品）分项的拖累均有不同程度的

加深。 

 

交通运输方面：本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均值环比 1.08%，增速较上周抬

升了 7.38 个百分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环比 0.97%，增速较上周上

升了 0.97 个百分点，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CCBFI）环比由正转负，增速抬升了

5.88 个百分点至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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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图 16：100 大中城市住宅类土地成交面积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图 17：100 大中城市住宅类土地供应面积  图 18：观影人数和电影票房收入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图 19：农产品和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图 20：前海农产品批发指数：蔬菜、鸡蛋和猪肉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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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和 CBCFI 综合指数  图 22：CCBFI 和 CCFI 综合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表  1：上中下游价格和库存变动一览 

   第 26 周 第 27 周 第 28 周 

上游 

价格 

RJ/CRB 1.62% 1.73% 0.02% 

南华工业品指数 3.40% 1.90% 1.90% 

布伦特原油 4.13% 0.40% 3.66% 

WT 原油 4.46% -1.13% 4.18% 

LME 铜 2.31% -1.67% 0.84% 

LME 锌 1.06% 0.87% -0.32% 

LME 铝 2.17% 0.06% -0.83% 

动力煤价格指数 0.17% 2.69% 1.96% 

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5.74% 5.43% 2.58% 

库存 

LME 铜 -3.48% 26.18% -0.56% 

LME 锌 -3.51% -3.45% -5.14% 

LME 铝 -1.25% -2.09% 0.01% 

秦皇岛煤炭库存 1.20% 8.82% 2.16% 

全国 45 港口铁矿石库存 -0.87% -1.28% 0.41% 

中游 
生产 

高炉开工率 77.07 77.76 77.21 

国内 PTA 开工率 63.69 65.15 63.30 

价格 

 

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 2.74% 0.72% 2.49% 

螺纹钢期货结算价 3.24% -1.14% 0 

中国玻璃价格指数 25.20% 0.17% -0.03% 

全国水泥价格指数 -0.61% -0.43% 0.16% 

库存 螺纹钢    

下游 30 大中城商品房成交面积（累计同比） -33.01% -33.49% 33.34% 

百城住宅土地供应面积（累计同比） 15.90% 19.45% 18.08% 

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0.30% -1.27% -0.57%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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