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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上周五央行降准落地 ，幅度不及预期。本周统计局发布 3月数据，一季度GDP超预期增长，但是地产多指标疲软 ，疫情掩盖的的需求
不足风险不断累积 。不过由于原料价格坚挺 ，以及五一节日还有补库可能 ，黑色负反馈短期难以形成 ，钢价也得到成本支撑 。原料端在钢厂复产进
程中震荡偏强，不过在高炉微利和终端不佳的背景下 ，原料需求想象空间逐步减小 。铁矿发运季节性淡季即将过去 ，全年最佳基本面时段将边际减
弱，存在见顶风险。煤焦依旧受限于供应 ，近日山西疫情发酵 ，物流受阻，焦化厂被动限产 ，所以即便是钢厂只是刚需补库 ，煤焦依旧处于偏紧格
局，近日焦炭开启第六轮提涨 ，煤焦呈现震荡偏强 。整体来看，目前黑链处于宽幅震荡之中 ，原料依旧强于成材 ，建议轻仓区间操作 。（仅供参
考）
                       

策略

焦煤：疫情反复，焦煤跨省跨市运输受阻 ，蒙煤进口维持在 200车左右，焦煤供应偏紧问题暂无缓解迹象 ；下游焦钢企业焦煤可使用天数低 ，后期仍有
较大的补库需求 ，焦煤整体库存低位 ，供需缺口大，焦煤09可维持逢回调做多思路 。

焦炭：焦炭利润258元/吨，受制于原料煤到货不佳 ，焦企限产20%以上，焦炭产量下降；因疫情影响运输 ，焦炭出库受阻，焦企累库，但钢厂生产积极
性高，日均铁水产量已回升至 233.3万吨，钢联数据显示钢厂焦炭可使用天数降至 12.3天，处近四年低位，补库需求高。供弱需强，焦炭09可考虑逢低
做多，注意终端需求不佳 ，钢价负反馈的回调风险 。

铁矿：二季度发运有增加预期 ，但一季度澳巴铁矿发运平稳 ，到港量回落；需求端，钢厂日均铁水产量 233.3万吨，复产背景下近一月铁矿港口库存呈
现回落态势，目前因疫情管控运输受阻 ，钢厂采购困难，铁矿去库速度放缓 ；终端需求疲软，钢厂利润持续压缩 ，铁矿不建议追高，视疫情变化09合约
逢低做多为主。

钢材：统计局数据，1-3月房屋新开工面积 29838万平方米，下降17.5%。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5%。地产数据不佳，用钢需求多靠基建拉动 ，但疫
情导致多地工地开工困难 ，短期用钢需求难释放 ，钢材库存累积；钢厂复产，钢材产量回升，但目前因疫情运输不畅 ，原料短缺制约钢材放量 。总的来
看钢材呈现供强需弱局面 ，成本端原料价格支撑强 ，强预期弱现实主导下螺纹 10区间操作为主，参考区间4800-5100之，注意疫情缓和后需求不及预
期风险。

硅铁：供应端，高利润刺激下硅铁企业开工率 50.54%，周度产量12.28万吨，硅铁产量增加。需求端，钢厂复产预期高 ，且库存偏低，硅铁供需基本面
偏强，钢招定价仍在上涨 ，盘面升水，谨防冲高回落 。

硅锰：北方厂家产量维持高位 ，但锰硅成本仍处较高水平 ，南方厂家持续亏损产量下降 ；唐山区域内基本实现解封 ，钢厂复产，锰硅需求较好，供需矛
盾不突出，但库存偏高会压制锰硅上行空间 ，建议区间操作。

新闻热点

✦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将按照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要求 ，推进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和排水
防涝设施建设，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
✦大商将焦煤期货山西省的指定交割仓库升贴水由 -200元/吨调整为0元/吨，将河北省唐山市 、山东省青岛市、山东省日照市 、江苏省连云港市 、天津
市等地的指定交割仓库升贴水由 0元/吨调整为170元/吨。上述调整自JM2304合约起实施。
✦山西严格管控煤矿采掘接续紧张 ，严禁超产。
✦央行公告，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决定于2022年4月2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个百分点。

数据

焦煤 焦炭 铁矿
最新数据 上期数据 涨跌 最新数据 上期数据 涨跌 最新数据 上期数据 涨跌

主力收盘价 3168 3106 2.00% 主力收盘价 4193 3930 6.69% 主力收盘价 916 919 -0.33%
出厂价:柳林 3140 3140 0.00% 天津港:准一级冶金焦 3810 3810 0.00% 日照港:PB粉矿 1008 995 1.31%

基差 -28 34 -182.35% 基差 -403 -175 130.95% 基差 193 204 -5.38%
洗煤厂开工率 70.41 69.07 1.94% 焦化厂开工率 75.00 77.60 -3.35% 澳、巴发运量 2283.50 2227.70 2.50%

港口库存 204.00 202.00 0.99% 港口库存 299.60 306.80 -2.35% 到港量 1885.80 2019.00 -6.60%
焦化厂库存 1182.00 1240.80 -4.74% 焦化厂库存 145.30 114.20 27.23% 港口库存 15225.85 15389.02 -1.06%
钢厂库存 855.50 862.30 -0.79% 钢厂库存 651.80 695.03 -6.22% 钢厂库存 10707.11 10811.67 -0.97%

日均焦炭产量 63.80 66.20 -3.63% 铁水产量 215.06 219.76 -2.14% 铁水产量 215.06 219.76 -2.14%
硅锰 硅铁 套利

最新数据 上期数据 涨跌 最新数据 上期数据 涨跌 最新数据 上期数据 合理区间
主力收盘价 8808 8810 -0.02% 主力收盘价 11140 10770 3.44% 焦煤/焦炭 0.7556 0.7904 [0.53,0.79]

FeMn65Si17:内蒙8400 8450 -0.59% FeSi75-B:宁夏:中卫 10250 9750 5.13% 焦炭/铁矿 4.5472 4.5245 [1.75,4.83]
基差 -408 -410 -0.49% 基差 -1040 -1120 -7.14% 螺纹/焦炭 1.2076 1.2386 [1.44,2.39]

企业开工率 66.26 67.57 -1.94% 企业开工率 50.54 50.02 1.04% 螺纹/铁矿 5.4913 5.6039 [3.88,8.51]
厂家库存 13.40 18.26 -26.60% 企业库存 4.38 6.43 -31.88% 热卷-螺纹 123 171 [-235,371]

仓单 27638 27341 1.09% 仓单 10302 9387 9.75% 硅锰-硅铁 -2146 -1636 [-1575,2836]
五大钢材产量 962.58 971.57 -0.93% 五大钢材产量 962.58 971.57 -0.93%

螺纹 热卷 利润
最新数据 上期数据 涨跌 最新数据 上期数据 涨跌 最新数据 上期数据 利润率

主力收盘价 5063 4867 4.03% 主力收盘价 5186 5038 2.94%
高炉 72 63 1.40%

杭州 5120 5040 1.59% 上海 5180 5160 0.39%
基差 215 329 -34.52% 基差 -6 122 -104.92%

电炉 102 141 1.99%
产量 307.29 309.76 -0.80% 产量 319.43 307.30 3.95%
库存 1282.25 1286.74 -0.35% 库存 335.87 337.14 -0.38%

焦化厂 258 239 6.77%
表观消费 311.78 296.16 5.27% 表观消费 320.70 313.57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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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以上报告版权属于福能期货 ，仅作参考之用。不管在何种情况下 ，本报告都不能当作买卖所述品种的依据 。报告是针对商业客户和职业投资者准备的 ，所以不得转给其他人员 。尽管我们相信
报告中数据和资料的来源是可靠的 ，但我们不保证它们的准确性及完整性 。我们也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 。未经授权许可，任何引用、转载以及向第三方传播本报告的行为均可能
承担法律责任。福能期货提醒广大投资者 ：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