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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套期保值

所谓套期保值是指在期货市场上买进或卖出与现货商品或资产标的相类同

的，月份相同或相近，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从而在期货与现货两个

市场之间建立盈亏冲抵机制，以规避价格超不利方向波动而造成的损失。

企业的合理利润是企业抵抗市场风险有效保证，是一个企业平稳运行的前提

条件。当企业的利润得不到保障时，企业的现金流、融资还贷能力、信誉、员工

的工资福利、采购计划、营销策划等。都没法保证，企业各个环节的每一个节点

不确定因素都可能会对企业的运行造成影响。2008 年次贷危机和 2011 年欧债危

机全球多数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企业甚至因此倒闭，绝大多数企业

是由于生产资料价格大幅波动，企业的合理利润得不到有效保证，资金流断裂造

成的。

套期保值的核心在于对冲市场风险，保证企业合理利润，企业可通过套期保

值规避因原材料价格或成品价格大幅波动而引发的部分运营和财务风险。下图为

保值企业与未保值企业的利润曲线对比图。

图 1：套期保值企业与为保值企业利润对比图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二，套期保值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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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现价格变动方向相同

由于市场对期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同，故期现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而

变动幅度不完全一致，于是期货价格涨跌，就会影响现货价格同涨同跌，这就使

得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功能，企业可以通过期货价格安排现货的生产和贸易，

同时通过做在期货市场上做与现货市场相反方向的交易来保值，使商品价格稳定

在一个目标水平上。

2、期现价格指数随交割月份的临近趋同

期现价格不仅变动方向趋同，而且合约到期时，两者价格大致相等，因为期

货价格虽然通常高于现货价格，其中包含储藏直至交割日为止的各种费用，当合

约接近交割时，这些费用会逐渐减少，回归现货价格，因为面临实物交割问题，

两者不可能出现太大价格差异。

三，钢贸行业参与套期保值的意义

一直以来钢材价格波动较大，钢材生产、贸易和消费只能凭经验规避价格波

动的风险。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中，由于钢材期货还没有上市，黑色金属行业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束手无策，2008 年 12 月，全国 71 家大中型钢铁企业

亏损额达到 291 亿元，部分大钢厂亏损达百亿元，在 08 年四季度，全国整个钢

铁行业亏损额达到 476.35 亿元，经营不稳健的企业大规模倒闭或被兼并重组。

铜行业是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业务最普遍的一个行业，所以不仅在平时，即便

是金融危机袭来，它也能够利用期货市场规避风险，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以江

西铜业为例，从 1992 年开始参与期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成功规

避了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同时利用期货进行期现货套利和不同月份期期套利交

易，走向现代营销。从 1979 年成立时总资产不足 4亿到国内最大、世界第三、

总资产 897.55 亿元的阴极铜生产商和供应商，并先后在香港、伦敦、上海三地

上市。

企业参与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程度如何，决定了这个行业整体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刚刚过去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当下的欧债危机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参与期货套期保值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成功规避了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而未



钢材

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TEL：0898665523023

参与套期保值的企业将在危机中承受严峻考验。

四，钢贸企业在当前市场环境简析

1,国际宏观经济简析

2016 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延续低速复苏态势，但全球多数经济体仍然面临诸

多挑战，IMF 在今年一月份的报告中，将 2016 年全球 GDP 的增速由 3.6%下调至

3.4%，世界银行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去年的 3.3%下调至 2.9%。

2016 年美国各项经济指标继续显示出复苏的暖意，为防止通胀引发经济停

滞，美联储率先进入加息通道，通胀水平目前基本达到目标。房地产市场继续企

稳，供给和需求保持较高水平。房屋供给方面，美国 1-2 月营建许可总数 238.1

万户，1月值录得 2007 年 10 月以来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10.38%；1-2 月新屋开

工 229.8 万户，比去年同比增加 31.8 万户，无极端严寒天气影响是其中一个原

因。

图 2：美国房地产供给数据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房屋需求方面，1-2 月房屋销售总量 1156.4 万户，同比增长 5.45%，月均

销量 578 万户，高于 2015 年的月均销售量，2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环比上涨 3.5%

达到 109.1，创七个月以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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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美国房地产需求数据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与此同时，中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依然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

区去年第四季度实现了小幅增长，季调后实际GDP环比增长0.3%，同比增长1.6%，

全年 GDP 增长 1.6%，为 2011 年以来最高增速。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表现不佳，

制造业低速扩张，低通胀延续，民众信心受挫，经济前景略显暗淡，宽松环境有

望持续数年。3月欧洲央行全面降息并扩大购债规模，宽松政策有助于保持欧元

弱势地位，但欧元贬值空间有限，加码宽松的效果将受影响。

图 4：欧元区及区内主要经济国家经济增速同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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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小幅增长，从 2015 年中旬始，

伴随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及内外经济需求疲软的多重打压，风险较发达经

济体更为突出，除印度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下行压力。

中国经济放缓、美联储加息以及政治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交织，全球经济全面复

苏言之尚早，大宗商品价格依然承压。

2，国内宏观经济简析

2016 年中国经济形势依旧不容乐观。2015 年下半年，GDP 增速为 6.8%，略

低于年度目标，2016 年 1 季度 GDP 增速估计有小幅下滑。投资方面，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高于预期，投资增速稳中有升。基建业表现良好，制造业依然较为疲弱，

短期内难以摆脱低迷窘境，房地产方面在政策刺激下有明显回暖。消费方面，一

季度消费增速略有下降，但基本保持稳定态势。外贸方面，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

的影响，我国一季度进出口金额持续下滑，在内外需均疲软的情况下，对二季度

的进出口数据也很难保持乐观。一季度通胀风险短期抬头，2月份 CPI 受季节等

因素影响同比增长达到 2.3%，创 19 个月新高，PPI 降幅也持续收窄，有企稳的

迹象。预计二季度 CPI 会保持在 2.3%左右，PPI 降幅也将进一步收窄。

图 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15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67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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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9%。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7.0%，

二季度增长 7.0%，三季度增长 6.9%，四季度增长 6.8%。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 1.6%。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但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下

行压力。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提高，整体投资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

2016 年 1-2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8008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2%，

增速比去年全年小幅回升。从环比速度看，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

长 0.83%。就三大领域来看，2016 年 1-2 月份，房地产、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分

别同比增长 3%、7.5%和 15.7%，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 7.5%、23%

和 24.13%。

图 6：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和依赖投资

拉动 GDP 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维系，也背离了我国的国情。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

革符合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

随着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性下跌，上述行业企业已经不堪重负。2016 年第 1

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依旧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探底迹象仍在继续。

3，钢材供需格局简析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 1-2 月我国粗钢产量为 12107 万吨，同比

下降 5.70%；1-2 月我国钢材产量 16228 万吨，同比下降 2.10%；1-2 月全国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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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产量 201.78 万吨，同比下降 7.27%；1-2 月钢材日均产量 270.47 万吨，同

比下降 3.73%。2 月份，钢价、矿价走势偏强，钢企盈利状况有所改善。1-2 月

统计局数据显示粗钢产量同比降幅明显，但受 2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数

据好转的影响，3月份，终端需求开始回暖，加之钢企盈利回升、钢厂复产开工

渐增，预计后市粗钢产量将有所上升。

图 7：粗钢产量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上游方面，铁矿石价格在节后强势反弹，铁矿石 1605 合约价格从最低点的

282.5 元/吨反弹到最高点 469.5 元/吨，振幅达 66%。进入二季度，铁矿石到港

量较一季度有所提升，进口矿石季节性走高，国内矿山受短期价格提振，复产影

响或将显现，另据了解，钢厂对快速上涨的铁矿价格产生抵触情绪，采购相对谨

慎，主要消化库存为主。根据四大矿山四季度财报显示，主要矿山的供给量仍在

增加，但增幅有所降低；英美资源的 Minas-Rio 项目将在 2015 年的基础上增产

约 1300 万吨/年，预计 2017 年产能规模达 5500 万吨/年。总的来说，铁矿石年

内依旧处于弱势格局，主要是因全球钢铁需求下滑和铁矿巨头增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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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铁矿石港口库存合计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下游方面。2016 年一季度，因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指引，国内楼市回暖，楼

市的相关利多政策频出，从中央到地方，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出台了 7个政

策，分别在降低首付、税费调整、土地监管等方面给予了明确指示。国内房地产

景气指数、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环比、同比数据均出现回调。由于一线城市

楼市成交火爆，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过快，在 3月下旬楼市亦出现政策调整，上

海、深圳先后发布楼市调控政策，引发市场极大关注。在整体市场供大于求、房

地产行业仍然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状况下，地产价格年内继续上行压

力较大，大幅下跌概率较小，区间震荡是大概率事件。房地产相关政策会在市场

中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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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房地产景气指数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4，钢材价格简析

2016 年一季度钢铁行业迎来了久违的“开门红”，螺纹、线材、铁矿价格扶

摇直上，与过去的三年的连续下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纵观一季度钢材价格走势，

呈现以下特点：（1）反弹幅度大，市场跟涨情绪较重。以螺纹钢 1610 合约为例，

从最低的 1628 元/吨四个月时间上涨至最高 2240 元/吨，振幅高达 37.6%，目前

仍有进一步突破新高之势。（2）节后螺纹钢、线材、热轧卷钢等成材涨幅弱于铁

矿石涨幅，与节前炉料反弹弱与成材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3）黑色系价格短期

出现暴涨暴跌，过山车行情引发市场剧震。（4）钢厂盈利利润明显放大。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黑色金属基本面、政策调整以及过度市场投机炒

作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看，（1）春节后至四月份，是钢材传统的需求

旺季，尤其是近三年来钢材需求放缓，普遍对钢材价格存悲观预期，因而，今年

的钢厂库存相较往年偏低，大面积钢材亏损也导致开工率维持维持低位。（2）一

季度固定投资加码，房地产行业政策频出，财政赤字率维持高位，信贷规模扩大

等一系列举措对钢材价格形成有力的利好支撑。（3）钢材期货上市以来就是市场

追逐的明星产品，2015 年 12 月以来，投机资金多头持仓明显放大，资金不断流

入引爆黑色系疯狂拉升，期现货市场联动价格出现剧震。（4）2016 年 4 月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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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与会期间，唐山限产力度预计在 50%，对钢铁价格形

成一定支撑。

图 10：钢厂盈利率及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金元期货

五，2016 年钢贸企业期货套保方案设计

钢贸企业处于黑色产业链的流通环节，面临双向价格风险，就当前的市场价

格而言，第二季度建筑钢材低库存的状况将为钢价提供支撑，去年以来陆续有钢

厂被迫停产，目前市场供应仍然不高，钢材价格仍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可能，但随

着钢厂利润回升，钢厂开工率或将快速回升，供给侧改革能否真正落实有待进一

步考量。目前螺纹钢从底部反弹至今将近 40%，热轧卷钢从底部 1675 元/吨计算，

反弹幅度已达 54%，从走访的部分钢材市场现货贸易商表示，销售较往年略有下

降。

综上所述，建议钢贸企业短期密切关注社会库存、高炉开工率、宏观政策导

向以及唐山钢厂限产等相关因素的变化。全年来看，预计螺纹钢期货价格难以逾

越 2400 元/吨；进入 5月份，钢材价格或能看到钢材顶部，8-9 月份钢材价格可

能会有较大回落。

目前铁矿石价格反弹幅度也超过了 50%，但是与钢材基本面却有着较大差异，

因铁矿四巨头增产，到港铁矿将逐步增多，目前港口铁矿石库存接近历史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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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跌风险较大，再加上钢材限产，和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钢贸企业也可

选择做空铁矿石进行跨品种对冲今年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引入的成钢库存，待钢厂

开工率逐渐提高后，再做空螺纹钢进行套期保值交易。

套期保值价格参考：螺纹 1610 合约 2300 元/吨做空；螺纹 1701 合约 2200

元/吨做空；热轧卷钢 1610 合约 2500 元/吨做空；热轧卷钢 1701 合约 2400 元/

吨做空；铁矿石 1609 合约 390 元/吨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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