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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原料补库临近尾声 ，建材成交趋近冰点 ，市场逐渐进入假期模式 ，盘面基本呈现震荡运行 。目前宏观预期依旧较好 ，冬奥会限产预
期仍在，若节后预期如期兑现 ，则钢材驱动或强于原料 ，可考虑根据炼钢利润做多螺纹利润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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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焦煤：春节临近，部分煤矿放假，上周煤矿权重开工率 97.5%，环比降0.8%，进口情况不佳，焦煤供应偏紧 ；当前下游焦企焦煤可用天数回升至 18.2
天，补库基本完成；焦煤总库存有较大幅度累积 ，价格向上驱动不足 ，预计盘面震荡偏弱运行 ，建议焦煤05合约观望为主。

焦炭：因钢厂复产补库推动焦企开工率持续增长 ，焦炭产量回升 。临近春节及冬奥会 ，空气污染治理频繁 ，各地焦化厂有不同程度限产 ，钢厂复产进
度放缓，焦炭或将迎来供需双弱局面 ；焦化利润回落，期价继续下降空间有限 ，短期焦炭维持震荡 ，建议焦炭05合约短线操作。

硅铁：大厂复产按计划稳步推进 ，开工率及日均产量持续回升 ，但受环保政策影响 ，供应存一定扰动预期 。需求端逐步进入假期模式 ，强预期弱现实
阶段下，期价或震荡运行。

硅锰：下游备货基本完成 ，节前需求端逐步回落 ，市场有价无市状态明显 ，由于各方对于节后短期市场需求仍不确定 ，预计短期以震荡为主 。

铁矿：澳巴铁矿发运量环比增加 112.9万吨，国内矿山产能利用率小幅上涨 ，铁矿供应平稳；钢厂日均铁水产量增至 218.2万吨，复产进度加快及宏观
政策利好对铁矿期价有支撑 ，铁矿港口日均疏港量冲高 ，全国45港铁矿石库存环比降 261.38万吨，利好铁矿；但春节临近，钢厂复产进度将放缓 ，铁
矿需求减弱，预计铁矿盘面持续震荡 ，建议05合约逢高抛空。

钢材：央行下调LPR利率，货币政策宽松利好市场及终端 。钢材产量下降，节前现实需求较弱 ，钢价大幅上涨驱动不足 ；供需双弱钢材库存累积速度
较为缓慢，库存处于近五年同期最低水平 ；螺纹利润扩张至 700元/吨以上，螺卷05合约多单可止盈离场 ，待春节后终端需求恢复 ，逢低入多。

新闻热点

✦ 唐山自1月23日全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具体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 
✦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毫不动摇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
手段，保持调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增强调控政策协调性精准性 ，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 ，坚决有力处置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房地产项目逾期
交付风险，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
✦ 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 1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部分2022年专项债券额度已经提前下达地方 ，各地正在陆续组织发行 。此外，去年发
行的专项债券还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结转到今年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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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6 2197 -1.41% 主力收盘价 2900 2915 -0.50% 主力收盘价 756 722 4.64%
出厂价:柳林 2680 2680 0.00% 天津港:准一级冶金焦 3210 3210 0.00% 日照港:PB粉矿 868 815 6.50%

基差 514 483 6.42% 基差 283 222 27.77% 基差 217 218 -0.57%
洗煤厂开工率 73.16 75.79 -3.47% 焦化厂开工率 75.90 73.70 2.99% 澳、巴发运量 2163.80 2348.30 -7.86%

港口库存 457.00 447.00 2.24% 港口库存 0.00 270.10 -100.00% 到港量 2506.80 2562.50 -2.17%
焦化厂库存 1553.50 1474.20 5.38% 焦化厂库存 99.60 107.20 -7.09% 港口库存 15435.81 15697.19 -1.67%
钢厂库存 1067.88 1020.90 4.60% 钢厂库存 727.97 704.60 3.32% 钢厂库存 11710.55 11495.13 1.87%

日均焦炭产量 64.30 62.70 2.55% 铁水产量 208.52 203.01 2.71% 铁水产量 208.52 203.0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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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0 8586 -6.24% 主力收盘价 9018 9238 -2.38% 焦煤/焦炭 0.7469 0.7538 [0.53,0.79]

FeMn65Si17:内蒙8150 8300 -1.81% FeSi75-B:宁夏:中卫 8250 8250 0.00% 焦炭/铁矿 3.9189 4.1340 [1.75,4.83]
基差 100 -486 ####### 基差 -768 -988 -22.27% 螺纹/焦炭 1.6086 1.5622 [1.44,2.39]

企业开工率 59.42 58.47 1.62% 企业开工率 46.54 46.12 0.91% 螺纹/铁矿 6.3041 6.4582 [3.88,8.51]
厂家库存 10.77 11.51 -6.43% 企业库存 3.55 3.60 -1.39% 热卷-螺纹 108 112 [-235,371]

仓单 23083 23082 0.00% 仓单 4368 4745 -7.95% 硅锰-硅铁 -784 -776 [-1575,2836]
五大钢材产量 927.86 904.19 2.62% 五大钢材产量 927.86 904.19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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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5 4553 2.46% 主力收盘价 4773 4665 2.32%
高炉 348 585 7.26%

杭州 4790 4770 0.42% 上海 4970 4950 0.40%
基差 273 365 -25.07% 基差 197 285 -30.88%

电炉 98 135 2.04%
产量 263.59 284.39 -7.31% 产量 311.44 305.82 1.84%
库存 595.49 550.13 8.25% 库存 298.99 299.90 -0.30%

焦化厂 183 218 5.70%
表观消费 218.23 264.82 -17.59% 表观消费 312.35 307.1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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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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