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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下半年铁矿石整体呈供需两旺格局，铁矿石供给环比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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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明显增加，但是同比涨幅有限，伴随着海外工厂复产，下半年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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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需求有边际改善空间，特别是金九银十终端旺季到来，国内钢厂
开率亦将回升，铁矿石需求不悲观。铁矿石整体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
供需缺口较上半年有所收窄，海外疫情对铁矿石供需扰动较大。
目前港口铁矿石库存创 2017 年以来新低，对矿价有较强支撑，但
矿价已到 100 美元/吨之上，绝对价格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外矿发货季
节性上升，淡季背景下，终端需求转弱，钢材利润收窄，成材价格走
弱拖累铁矿石需求，三季度矿价或跟随钢价调整，可关注逢高做空的
机会。
长周期看，随着供给侧改革对钢铁行业的影响逐步消退，钢铁行
业重新进入产能扩张周期，而铁矿石增产周期已过，铁矿石整体表现
将强于螺纹钢，下半年可以关注逢低做多矿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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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下半年供需缺口有所收窄，关注库存拐
点
1. 2020 年上半年铁矿石行情回顾
2020 年上半年铁矿石再现牛市行情，62%普式指数从春节后最低的
79.8 美元/吨上升至 6 月初最高 106.55 美元/吨，最高涨幅高达 33.5%。
铁矿石整体处于供不应求的格局，45 港口铁矿石库存从年初的 1.25
亿吨降至 6 月中最低的 1.06 亿吨，库存下降 1900 万吨。一季度在澳洲飓
风、巴西暴雨、Vale 复产不及预期等因素作用下，主流外矿供给明显偏低，
非主流矿受疫情扰动，整体发货亦偏低，二季度发货环比有所回升，但同
比增量有限。需求方面，虽然疫情导致终端需求延迟启动，但长流程钢厂
连续生产，铁矿石刚性需求较好，随着我国疫情控制，终端需求明显释放，
高炉复产带动铁矿石需求上升，铁矿石加速去库。具体来看，1-3 月围绕
疫情反复交易：春节后，受国内疫情影响，矿价大幅下跌，铁矿石主力合
约最低跌至 569.5 元/吨，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矿价回升，铁矿石主力合
约最高上涨至 692 元/吨，但 3 月中海外疫情的大面积爆发，矿价再次回
落，铁矿石主力合约最低跌至 542 元/吨。4-6 月：随着国内疫情的控制，
建筑钢材需求爆发，叠加铁矿石供应水平整体偏低，特别是 5 月以来澳巴
频繁检修，巴西疫情对供应亦存在扰动，铁矿石加速去库调整，盘面大幅
上涨，铁矿石主力合约最高上涨至 6 月初的 798 元/吨。

2. 2020 下半年铁矿石供应环比增幅较大，但同比增幅相对有限
（1）预计2020年四大矿山供应同比增量2000万吨左右，下半年同比增量
约1300万吨，发往中国同比增约600万吨；非主流外矿全年同比增长2500
万吨，下半年同比增1000-1500万吨。
上半年在澳洲飓风、巴西暴雨、Vale 复产不及预期等因素作用下，澳
巴发货偏低，但非主流矿供给增加。从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看，1-5 月
铁矿石进口数量 4.45 亿吨，同比增 2138.6 万吨，增幅 5.1%，较 4 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分国别来看，巴西矿进口数量同比明显下降，1-4 月进口
6616 万吨，同比减 1091 万吨（-14.16%）
；澳洲矿进口数量同比小幅增长，
1-4 月进口 22422 万吨，同比增 1642 万吨（+7.9%）；印度矿同比明显增
长，1-4 月进口 816 万吨，同比增 603 吨（+283.92%）；南非矿同比增长
较快，1-4 月进口 1847 万吨，同比增 272 万吨（+17.23%）
；乌克兰矿同
比亦明显增长，1-4 月进口 674 万吨，同比增 348 万吨（+106.57%）。整
体，非主流矿在高矿价刺激下，发货量明显提升，非主流矿占进口铁矿石
占比由 2019 年的 16.54%上升至 18.98%。
一季度季报中，力拓和 VALE 均下调全年供给目标。力拓一季度受飓
风影响，皮尔巴拉产量不及预期，力拓将 2020 年度运量目标从 3.3-3.43
亿吨下调至 3.24-3.34 亿吨。VALE 考虑到天气、疫情以及部分矿山复产推
迟等因素，Vale 粉矿目标产量从此前的 3.4-3.55 亿吨下调到 3.1-3.3 亿吨，
球团目标产量从 4400 万吨下调到 3500-4000 万吨。FMG 尽管受到飓风天
气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影响，但是公司一季度发运量仍较去年同期高
出 10%，FMG 上调其 2020 财年（2019.07-2020.06）铁矿石目标发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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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前公布的 1.7-1.75 亿吨区间上调至 1.75-1.77 亿吨区间。
根据四大矿产销计划及结合去年同期发货节奏，我们预估四大矿山供
给铁矿石 2020 年上半年为 5.22 亿吨，同比增 907 万吨（1.8%）
；2020 年
下半年为 5.83 亿吨，环比上半年增 6090 万吨（+11.7%），同比增 1275 万
吨（+2.2%）
。其中，四大矿山发往中国预计环比上半年增 3203 万吨，同
比增 586 万吨。
图：1-5月铁矿石进口同比+5.1%

图：下半年四大矿山供应预估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2）从铁矿石主要生产国来看，巴西、印度疫情升温，铁矿石供应不确
定性大。
目前巴西、印度、南非处于疫情加速爆发期，澳大利亚疫情控制较好。
截止 6 月 28 日，巴西当日新增 31587 例，印度当日新增 19620 例，南非
当日新增 6334 例，澳大利亚当日新增 45 例。
巴西疫情形势严峻，当日新增数量仅次于美国，疫情对铁矿石生产、
运输均造成一定扰动。6 月 6 日，VALE 因疫情原因，暂停了伊塔比拉
（Itabira）综合矿区的业务活动，该综合矿区由 Conceição、Cauê和
Periquito 三个矿区组成。6 月 17 日淡水河谷公告，米纳斯吉拉斯州劳动监
察分局发布了对伊塔比拉综合矿区禁令的解除条款，此次暂停对产量的影
响不足 100 万吨。虽然巴西疫情持续升温，但由于铁矿石对巴西经济贡献
率高，总统力保经济，巴西发货量处于持续恢复中。VALE 2020 年铁矿石
粉矿的指导产量保持为 3.1 亿吨至 3.3 亿吨，VALE 称这一指导产量已考
虑到受抗击新冠病毒影响可能减少的产量 1500 万吨。VALE 铁矿石产量
能否完成指导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控制程度。
印度疫情发展迅猛，目前当日新增确诊病例位居世界第三。自 3 月
25 日起，印度疫情封锁已经历 4 个周期，6 月 8 日起印度各地将分阶段重
新开放，称为“解封 1.0”
，但高风险区域封锁延长至 6 月 30 日，称为封
锁“5.0”
。印度疫情导致国内钢材消费下降，印度对中国出口量高于去年
同期，封锁解除有利于印度国内需求的重启。
3 月 26 日起，南非亦实行全国封锁，为复苏经济，南非已在 5 月 1
日将疫情“封锁令”由最严厉的五级降为四级，6 月 1 日，进一步降为三
级。随着疫情防控的放松，当地矿山逐步复产有利于提高铁矿石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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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海外新冠当日新增确诊病例

图：铁矿石主要生产国新冠当日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3）国内疫情控制，国产矿产量仍然有增长空间
1-2 月受新冠疫情影响，国产矿产量大幅收缩，3 月随着国内疫情控
制，国产矿逐步复产，目前已经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据中国统计局数据，
2020 年 1-2 月我国铁矿石原矿产量合计 1.11 亿吨，同比-6.2%，3-4 月产
量逐步恢复，1-4 月产量同比减幅收窄至-0.8%。从钢联高频数据看，目前
内矿产量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之上，截止 6 月 11 日，全国 266 座矿山
铁精粉产量 43.03 万吨/天，环比上期增 1.27 万吨/天，同比增 1.24 万吨/
天；全国 266 座矿山产能利用率 68.21%，环比上期增 2.02 个百分点，同
比增 1.97 个百分点。
考虑到环保对矿山的影响减弱，叠加 2019 年高矿价刺激了整个国内
矿山投资，随着新建产能的投产，后期国产矿产量仍然有增长空间。预计
全年国产铁矿石原矿产量可达 9.2 亿吨，折合铁精粉产量约 2.3 亿吨，同
比增 1000-1500 万吨。
图：全国266座矿山铁精粉产量

图：统计局月度中国铁矿石原矿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3.内需韧性、外需有改善空间，下半年铁矿石需求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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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3 月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终端需求延迟启动，虽然部分高
炉检修，但长流程钢厂连续生产，铁矿石需求保持刚性，统计局口径 1-3
月我国生铁产量 2 亿吨，同比增 2.48%。3-5 月随着终端需求启动，高炉
复产，生铁产量明显上升，统计局口径 1-5 月我国生铁产量 3.6 亿吨，同
比增 6.15%，5 月生铁同比增 7.1%，增速明显回升。铁水产量创新高的同
时，45 港口疏港量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2020 年 1-6 月，Mysteel 统计的
45 港口日均疏港量 302 万吨，同比增 16.7 万吨，增幅高达 5.9%。
下半年，随着钢铁置换产能投放及环保限产效果减弱，国内铁矿石需
求整体维持高位。目前钢厂在正利润驱使下，生产积极，铁水产量不断创
新高，高炉产能利用率已达极值水平，限制铁水产量进一步上涨，同时淡
季背景下，终端需求转弱，钢材利润收窄，成材价格走弱拖累铁矿石需求，
但随着金九银十终端旺季到来，钢厂开工亦将回升，铁矿石需求不悲观。
海外疫情自 3 月中明显蔓延，汽车、造船、建筑等钢铁需求大幅下降，
海外钢厂减产明显。根据国际钢铁协会数据，1-5 月全球粗钢产量同比减
5.26%，其中 5 月同比减 8.73%，降幅较 4 月的-13.41%有所收窄。从主要
铁矿石消费国来看，除我国粗钢产量正增长，其余国家几乎处于负增长。
5 月粗钢产量，中国同比+4.2%，环比+4 个百分点；日本同比-31.8%，环
比-7.8 个百分点；韩国同比-14.1%，环比-5.7 个百分点；印度同比-39.1%，
环比+26.1 个百分点；欧盟同比-26.8%，环比-2.9 个百分点；美国同比
-36.6%，环比-4.1 个百分点。
下半年海外工厂复产，铁矿石需求有边际改善空间，但疫情未见拐点，
需求不确定性大。目前欧美经济重启，PMI 明显回升，表明经济处于修复
过程中。5 月美国制造业 PMI43.1%，环比增 1.6 个百分点；6 月欧洲制造
业 PMI46.9，环比增 7.5 个百分点。但近期美国疫情再次反弹，经济复苏
进度或将减缓。
图：统计局口径我国生铁月度产量（万吨）

图：45港口铁矿石日均疏港量

数据来源：Mysteel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图：铁矿石主要消费国粗钢产量

图：海外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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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4.下半年供需缺口收窄，关注库存拐点
今年 45 港口铁矿石库存自 2 月上旬处于持续去库过程中，去库启动
时间早于去年同期，45 港口铁矿石库存从 1 月初的 1.25 亿吨降至 6 月底
的 1.08 亿吨，降幅高达 1700 万吨，库存同比减 784 万吨，创 2017 年以
来新低。库存大幅下降是外矿供给不及预期及国内需求旺盛共同作用的结
果。从库存结构看，澳洲矿及巴西矿库存均明显下降，其中澳洲矿库存较
年初下降 704 万吨，巴西矿库存较年初下降 1281 万吨。
目前来看，相较上半年，下半年我国铁矿石供给环比将明显增加，但
是同比涨幅有限，需求端，内需韧性、外需有改善空间，铁矿石整体处于
供需两旺格局，铁矿石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供需缺口较上半年有所收窄。
图：45港口铁矿石总库存

图：45港口澳洲矿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5.下半年铁矿石行情展望
2020 年下半年铁矿石呈供需两旺格局，铁矿石供给环比上半年将明
显增加，但是同比涨幅有限，伴随着海外工厂复产，下半年铁矿石需求有
边际改善空间，特别是金九银十终端旺季到来，国内钢厂开率亦将回升，
铁矿石需求不悲观。铁矿石整体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供需缺口较上半年
有所收窄，海外疫情对铁矿石供需扰动较大。
目前港口铁矿石库存创 2017 年以来新低，对矿价有较强支撑，但矿
价已到 100 美元/吨之上，绝对价格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外矿发货季节性
上升，淡季背景下，终端需求转弱，钢材利润收窄，成材价格走弱拖累铁
矿石需求，三季度矿价或跟随钢价调整，可关注逢高做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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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周期看，随着供给侧改革对钢铁行业的影响逐步消退，钢铁行业重
新进入产能扩张周期，而铁矿石增产周期已过，铁矿石整体表现将强于螺
纹钢，下半年可以关注逢低做多矿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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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被广发期货有限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
料，但广发期货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本报告反映研究人员的不同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并不代表广发期
货或其附属机构的立场。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发
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不予通告。
在任何情况下，报告内容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
不构成所述品种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投资者据此投资，风险自担。
本报告旨在发送给广发期货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版权归广发期
货所有，未经广发期货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
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广发期货”，且不得对本报告进
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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