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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稳增长政策下，黑色板块强需求预期仍在 ，钢材价格区间震荡为主 ，原料端铁矿与双焦受政策调控与供应缩减影响 ，涨跌情况分化
。随着冬奥会结束 ，钢材产量或有提升 ，库存累积速度加快将减缓钢价上涨速度 ，各地终端有不同程度复工复产 ，一定程度上能够拉动原料需求
。在供应平稳及库存偏弱的情况下 ，双焦价格短期偏强 。铁矿累库严重且政策监管严格 ，价格承压。目前原料强于成材 。由于国家对初级产品稳
价决心强，部分预期已提前在盘面交易 ，注意回调风险。（仅供参考）
                       

黑色
板块

策略

焦煤：保供政策下国内焦煤供应平稳 ，进口蒙煤受疫情扰动通关困难 ；随着冬奥会结束，焦钢企业将出现短暂复产 ，因库存低位，对焦煤补库需求较
大，或带动焦煤价格上涨 ，但目前盘面升水，两会临近，后期焦钢企业有再度限产预期 ，预计本周焦煤05宽幅震荡，建议区间操作为主 ，关注政策端
风险。

焦炭：焦企面临亏损和环保限产 ，部分焦企开启一轮提涨 200元/吨，钢厂复产预期初步兑现 ，利好炉料，外加焦煤价格上涨 ，焦炭成本支撑强 ，冬奥
会结束后焦钢企业均有提产预期 ，但盘面升水较多，建议短多参与。

硅铁：冬奥会结束3月钢厂复产预期较为明显 ，硅铁供应限制较少 ，产量回升，库存小幅回升，内蒙古25000KVA以下落后产能淘汰预期增加 ，硅铁
市场情绪好转，盘面升水较大，预计区间震荡 。

硅锰：节后工厂复工明显 ，锰硅产量迅速回升 ，锰硅供应相对宽松 ，利润偏高，冬奥会后钢厂复产 ，需求有增加预期，补库预期或推动锰硅价格回
升，预计锰硅供需双增 ，震荡运行。

铁矿：铁矿发运平稳，政策调控仍然是影响铁矿价格的主要因素 ，外加库存累积严重 ，下游铁水产量环比下降 3.03万吨至203.01万吨，对铁矿需求有
限，铁矿05维持震荡偏弱走势 ，关注钢厂复产对铁矿需求情况 。

钢材：全国终端有不同程度复苏 ，电弧炉开工率相较 1月有较大程度回升 ，钢材生产与消费好转 ，且需大于供，库存压力不大，预计本周终端将继续
修复，钢价震荡偏强运行 ，建议钢材05逢低做多，风险在于终端需求不及预期 ，注意盘面回撤风险 。

新闻热点

✦ 《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 》中的关于保供稳价政策指出 ，做好铁矿石、化肥等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保供稳价 ，进一步强化大宗商品期
现货市场监管，加强大宗商品价格监测预警 。
✦ 针对近期铁矿石市场供需总体稳定但价格大幅上涨的异常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赴青岛开展联合监管调研 。
✦ 《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提出，降碳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力争钢铁、水泥行业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 。 
✦ 山西省能源局、省应急管理厅要求 ：各市能源局、应急局统筹处理好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的关系 ，对发现的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问题 ，要采取果断
措施，停下来认真组织整改 ，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问题整改到位方可组织生产建设 ，确保安全生产工作不留空白 、不留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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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 2426 9.11% 主力收盘价 3389 3170 6.93% 主力收盘价 685 805 -14.91%
出厂价:柳林 #N/A 2680 #N/A 天津港:准一级冶金焦 #N/A 2810 #N/A 日照港:PB粉矿 840 923 -8.99%

基差 #N/A 255 #N/A 基差 #N/A -328 #N/A 基差 239 292 -18.20%
洗煤厂开工率 71.66 65.02 10.21% 焦化厂开工率 66.70 68.60 -2.77% 澳、巴发运量 2021.70 2117.60 -4.53%

港口库存 334.00 361.00 -7.48% 港口库存 246.30 239.60 2.80% 到港量 2173.70 2183.70 -0.46%
焦化厂库存 1293.90 1355.90 -4.57% 焦化厂库存 165.40 161.60 2.35% 港口库存 16034.05 15889.94 0.91%
钢厂库存 952.02 991.30 -3.96% 钢厂库存 748.97 745.30 0.49% 钢厂库存 11064.32 11034.13 0.27%

日均焦炭产量 57.00 58.40 -2.40% 铁水产量 203.01 206.04 -1.47% 铁水产量 203.01 206.0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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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4 8058 3.18% 主力收盘价 9544 8988 6.19% 焦煤/焦炭 0.7809 0.7653 [0.53,0.79]

FeMn65Si17:内蒙8000 8050 -0.62% FeSi75-B:宁夏:中卫 8650 8500 1.76% 焦炭/铁矿 4.7935 4.0818 [1.75,4.83]
基差 -314 42 ####### 基差 -894 -488 83.20% 螺纹/焦炭 1.4296 1.5198 [1.44,2.39]

企业开工率 66.74 63.21 5.58% 企业开工率 51.95 51.88 0.13% 螺纹/铁矿 6.8529 6.2035 [3.88,8.51]
厂家库存 14.34 6.91 107.60% 企业库存 5.16 3.25 58.77% 热卷-螺纹 114 111 [-235,371]

仓单 25919 25456 1.82% 仓单 3515 4328 -18.78% 硅锰-硅铁 -1076 -940 [-1575,2836]
五大钢材产量 894.45 913.49 -2.08% 五大钢材产量 894.45 913.49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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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5 4817 0.58% 主力收盘价 4959 4928 0.63%
高炉 11 -124 0.22%

杭州 4910 4970 -1.21% 上海 5010 5060 -0.99%
基差 217 307 -29.30% 基差 51 132 -61.36%

电炉 94 35 1.91%
产量 255.98 243.98 4.92% 产量 298.45 309.79 -3.66%
库存 1201.43 1110.02 8.23% 库存 367.05 336.89 8.95%

焦化厂 -61 -84 #N/A
表观消费 164.57 86.83 89.53% 表观消费 245.67 290.48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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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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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