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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产业链信息综述 

螺纹钢周度库存水平自 11 月中旬持续回升，显示出市场

需求下滑。铁矿石港口库存在 2016 年最后一周突破 1.1 亿

吨，近三周持续飙升逼近 1.2 亿吨。螺纹钢现货价格报于

3250 元/吨，较上周有所维持，而 62%品位进口铁矿石价格相

对持平。本周河北高炉开工率和全国高炉开工率分别报于

78.41%和 73.90%，分别较上周回升 3.17%和 1.52%。 

消息面： 

春节临近，现金需求攀升。中国人民银行 20 日下午宣

布，通过“临时流动性便利”操作，为在现金投放中占比高

的几家大型商业银行，提供了临时流动性支持。央行有关负

责人表示，此举是为保障春节前现金投放的集中性需求，促

进银行体系流动性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操作期限 28 天，资

金成本与同期限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央行宣布采取的措施是“临时流动性便利”操作，

而没有提及“降准”。值得注意的是，央行这次提供的临时流

动性支持，商业银行是要向央行支付利息的，利率与同期限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大致相同，这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操作是

不同的。 

国家统计局 2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 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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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投资增速反弹——2016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2581

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6.9%，增速比 1-11 月份提高 0.4 个百

分点，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 1.1 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数据放缓——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22.5%，增

速比 1-11 月份回落 1.8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22.4%。 

商品房销售额增长 34.8%，增速较前 11 个月回落 2.7 个百分

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 36.1%。 

商品房库存增加——截止 12 月末，69539 万平方米，比 11 月

末增加 444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加 234 万平方

米。 

新屋施工及新开工面积增速反弹——2016 年，房地产开发企

业房屋施工面积同比增长 3.2%，增速比 1-11月份提高 0.3 个

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增长 1.9%。 

房屋新开工面积 166928 万平方米，增长 8.1%，增速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增长 8.7%。 

屋竣工面积增长增长 6.1%，增速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

住宅竣工面积增长 4.6%。 

2016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22025 万平方米，比

上年下降 3.4%，降幅比 1-11月份收窄 0.9 个百分点；土地成

交价款 9129 亿元，增长 19.8%，增速回落 1.6 个百分点。 

2.供求关系评述 

2017 年伊始，清除“地条钢”和“去产能”再度被提

及，激起市场短期做多热情，螺纹、铁矿和双焦快速反弹，

产业链利润回升，高炉开工率反弹。从需求端来看，12 月房

地产各项数据出炉，较上月有所好转，尤其我们最为关注的

开发投资增速和房屋新开工增速均小幅回升。黑色系列的供

需格局似乎出现好转，但从库存的角度上看，并不乐观。螺

纹钢周度库存自 11 月下旬震荡回升，铁矿石港口库存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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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后一周终于攀升突破 1.1 亿吨，并且仍在上行过程中，

淡季因素还是不容小觑。同时资金热度下降，黑色系商品价

格上周大幅回落，盘面吨钢利润回落，高炉开工率趋于下

降。因此黑色的供需仍在淡季两弱的格局中。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钢主力 1705 合约 1月 16 日-1月 20日当周大幅冲高

回落。期价开盘于 3190 元/吨，最高上探 3418 元/吨，最低

触及 3173 元/吨，收盘于 3194 元/吨，当周结算价与上周持

平。成交量 1724.9 万手，较上周小幅增加 8.2 万手，持仓量

减少 7.7 万手至 250.9 万手。成交量和持仓量与上周相比变

动不大，仍能显示出市场热情高涨，助推期价波动放大。 

表 2  1 月 16 日至 1 月 20 日当周螺纹 1705 合约成交情况统计 

开盘 收盘 结算 最高 最低 涨跌 成交量 持仓量 

3190 3194 3291 3418 3173 +0（+0%） 
1724.9 万

（+8.2 万） 

250.9万（-

7.7 万）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K 线及均线分析 

图 1 螺纹 1705 合约日 K 线 

 

螺纹 1705 合约 1月 16 日-1月 20 日当周五个交易日呈现

大幅冲高回落。期价在周一强势拉升收长阳线，放量突破

3220 和 3450 元/吨压力位，触及周内高点 3418 元/吨，随后

期价展开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开阴下挫，不仅悉数回吐周一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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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更重回 3220 之下，跌落 10 日均线并拉动 5 日均线拐头

向下。技术指标 MACD 红柱收缩，形态上看，期价或形成“头

肩形”的右肩，这一波调整也将成为 2016 年五浪上攻的第三

浪调整浪，调整目标位在 2700-2800 点区间。 

从周线来看，螺纹 1705 合约本周收长上影类十字星小阳

线，承压前高一线出现回撤，成交和持仓小幅回落。期价在

上周出现长阳线拉涨后冲高回落，显示出显现调整需求强于

继续冲击前高的可能性。技术指标 MACD 红柱逐步收缩，中线

周期的调整或将再度开启。 

图 2 螺纹 1705 合约周 K 线 

 

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2017 年伊始，清除“地条钢”和

“去产能”再度被提及，激起市场短期做多热情，螺纹、铁

矿和双焦快速反弹，产业链利润回升，高炉开工率反弹。从

需求端来看，12 月房地产各项数据出炉，较上月有所好转，

尤其我们最为关注的开发投资增速和房屋新开工增速均小幅

回升。黑色系列的供需格局似乎出现好转，但从库存的角度

上看，并不乐观。螺纹钢周度库存自 11 月下旬震荡回升，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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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港口库存在 2016 年最后一周终于攀升突破 1.1 亿吨，并

且仍在上行过程中，淡季因素还是不容小觑。同时资金热度

下降，黑色系商品价格上周大幅回落，盘面吨钢利润回落，

高炉开工率趋于下降。因此黑色的供需仍在淡季两弱的格局

中。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螺纹钢 1705 合约上周五个交易

日报收四阴一阳格局，周一延续上周的强势拉升，但随后四

个交易日悉数回吐周一涨幅，更重回 3220 之下，跌落 10 日

均线并拉动 5 日均线拐头向下。周线周期收长上影类十字星

小阳线，承压前高一线出现回撤，成交和持仓小幅回落。显

示出调整需求强于继续冲击前高的可能性。技术指标 MACD 红

柱收缩，形态上看，期价或形成“头肩形”的右肩，这一波

调整也将成为 2016 年五浪上攻的第三浪调整浪，调整目标位

在 2700-2800 点区间。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3350 一线的空单可继续持有。  

激进操作：逢高短空，止损位 322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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