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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南钢股份
2019 年 3 月 18 日
 本周行业观点：钢价回升趋势不改，钢铁供给受产能削减及环保限产政策影响。
1、 钢价回升趋势不改。截至 3 月 15 日，高线、螺纹钢、圆钢、镀锌板卷、涂镀、热扎板卷、中板价格分别为 4240 元/吨、
4052 元/吨、3988 元/吨、4839 元/吨、5757 元/吨、3945 元/吨、4320 元/吨，相比前一周分别变化 0.69%、0.47%、
0.35%、0.44%、-0.17%、0.08%、0.07%。
2、 钢铁供给受产能削减及环保限产政策影响。2018 年 11 月由工信部颁布《产业转移指导目录》，定性、定量地设定了各
省市未来钢铁产业发展格局，提出了各地区优先引导落地及优先引导退出的产能类型，基本明确了未来全国钢铁市场的
供给格局。目前对于钢铁行业影响较大的环保限产政策主要分为两类：偏紧型、宽松型。偏紧型环保限产政策主要包括：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关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的公告》。宽松型限产政策方面，主要是由各省、市政府、大气办发布的严禁辖区内钢铁行业限产“一刀切”的指导意
见。2019 年钢材供给则看相关政策具体落实执行情况。

产品提示：
【卓越推】为行业周产品，集政策前瞻、
市场热点、行业深度挖掘于一体，对追求
绝对收益的投资者有重要参考价值。
【卓越推】行业覆盖公司里优中选优，每
期只推 1-2 只股票。每周更新，若荐股不
变，则跟踪点评，若荐股变，则说明理由。
【卓越推】为未来 3 个月我们最看好，我
们认为这些股票走势将显著战胜市场，建
议重点配臵。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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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31

3、 钢材社会库存环比回升幅度较大。据中钢协统计，2019 年 2 月，全国 20 个城市 5 大类品种钢材社会库存合计环比回
升幅度较大。2 月钢材库存总量 1224 万吨，环比增加 385 万吨，上升 46%；其中钢材市场库存总量 1114 万吨，环比
增加 381 万吨，上升 52%；港口库存 110 万吨，环比增加 5 万吨，上升 4.3%。
4、 钢铁行业 PMI 延续升势。2019 年 2 月全国钢铁行业 PMI 延续上升态势，达到 50.6%，环比回升 2.7 个百分点，时隔三
个月重回荣枯线之上。目前钢材供需均有所回升，市场订货更为积极。展望后市，2018 年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和施工面
积仍保持较快增长，在“稳增长”背景下，基建投资增速有望继续回暖。我们认为，2019 年上半年钢材市场需求具备
支撑。
5、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速低于预期；环保限产力度不达预期。

 本期【卓越推】南钢股份（600282）。

南钢股份（600282）

（2019-03-15 收盘价 4.14 元）

 核心推荐理由：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INDA SECURITIES CO.,LTD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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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 2017 年年报与 2018 年一季报业绩大幅增长。2017 年，南钢股份实现营业总收入 376.01 亿元，同比增长 55.54%；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2.00 亿元，同比增长 804.73%，折合基本每股收益 0.78 元。2018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 103.69 亿元，同比增长 21.9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08 亿元，同比增长 83.62%，折合基本每股收
益 0.23 元。
2、受益于国家供给侧改革及钢铁行业产能削减，2017 年普钢标准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2017 年钢铁行业产能削减任务全
部完成，全年削减钢铁产能 5000 万吨以上，2016、2017 年钢铁行业已合计削减产能 1.15 亿吨，我们预计《国务院关于
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中要求的 1.5 亿吨产能削减目标有望于 2018 年内全部完成。受益于供给侧改
革、产能削减的双重作用，以板材、线材、棒材、带材为代表的普钢标准品价格在 2017 年内出现了 35%-40%左右的平均
涨幅。公司目前产品主要集中于板、线、棒、带等普钢标准品，因此 2017 年业绩增长较大。
3、钢铁行业环保限产或将成为常态，普钢市场“弱供给”将成为未来支撑钢材价格的主要因素。随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
保督查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供暖季雾霾天气出现频率的上升，未来以“2+26”为核心的京津冀周边城市群，钢铁、焦化等
产业停产、限产或将成为常态化的城市环保管理措施。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钢铁及相关产业企业的开工率及综合生
产成本。但是，环保政策所带来的钢铁行业企业停、限产与行业整体产能削减措施相结合，或将在未来钢材市场供给端造
成长期的“弱供给”状态，从而支撑钢材价格长期处于相对高位。


盈利预测及评级：考虑到 2018 年普钢产品价格将继续维持相对高位，我们预测公司 2018-2020 年 EPS 分别为 0.74 元、
0.84 元、0.84 元，继续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因素：未来钢材产品价格下降；环保督查力度加大对于公司未来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相关研究：
《20180227 南钢股份
（600282.SH）
受益供给侧改革，公司 2017 年业绩大增》
《
；20171030 南钢股份
（600282.SH）
钢材产品量价齐升，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20170821 南钢股份（600282.SH）钢铁行业回暖，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大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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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准确反映了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分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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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对此信达证券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仅供参考，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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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 300 指数（以下简称基准）
；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20％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20％；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风险提示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并谨慎行事。
本报告中所述证券不一定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向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销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
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信达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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