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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钢材产量稳步回升 ，去库速度不及市场预期 ，各地终端有不同程度复工复产 ，稳增长政策与弱成交现实交替 ，钢材价格走势偏弱 ，
但电炉成本支撑仍在 ，钢材价格存反弹空间 。钢厂复产预期初步兑现 ，原料端铁矿双焦需求向好 ，期价有一定支撑 。在供应平稳及库存偏弱的情
况下，双焦价格短期偏强 。铁矿政策监管严格 ，价格宽幅震荡。目前原料端受政策监管和钢厂复产影响 ，波动较大，成材处于3月需求旺季，黑色
板块整体偏强，关注政策风险和终端修复情况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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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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期间煤矿安全检查或加严 ，焦煤供应有偏紧预期 ；焦钢企业出现短暂复
产，因库存低位，对焦煤补库需求较大 ，焦煤现货上涨，上周发改委限定动力煤坑口价 ，焦煤价格迅速回调 ，释放部分升水风险 ，焦煤05可考虑逢低
做多，关注政策端风险 。

焦炭：焦企一轮提涨200元/吨落地，吨焦利润有所修复 ，本期焦企开工率触底回升 ，焦炭供应有增加预期 ；钢厂复产预期利好炉料 ，焦煤价格坚挺，
焦炭成本支撑强 ，但盘面升水较多 ，建议等待基差修复后 ，逢低入多，可关注阶段性供需错配机会 。

硅铁：当前合金厂积极复产 ，产量回升，3月钢厂复产预期较为明显 ，供需双增，库存仍有小幅回升 ，上周受黑色系盘面大跌影响 ，盘面升水转贴
水，预计短期区间震荡 ，关注终端对钢厂复产的拉动情况 。

硅锰：锰硅企业开工率逐步增加 ，供应稳中有增，本期进口锰矿缩减 ，硅锰成本上升，钢厂复产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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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发运有增加预期 ；下游铁水产量环比回升至 208.85万吨，日均疏港量环比增加 38.43万吨，钢厂复产有一定补库需求 ，铁
矿港口库存回落 147.48万吨，当前正常调控仍是常态 ，铁矿05价格在钢厂复产与政策调控中反复 ，预计宽幅震荡为主 ，建议区间操作，低买高卖。

钢材：全国终端有不同程度复苏 ，但部分地区资金到位情况不乐观 ，地产端土地成交不佳 ，钢材需求不及预期 ；71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44.36%，环比上升28.74%，高炉铁水产量稳步回升 ，钢材产量增加，库存到达往年水平 ，电炉成本高位对钢价有支撑 ，预计本周钢材震荡运行 ，钢
价追随终端修复情况变化 。

新闻热点

✦ 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 》，通知自2022年5月1日起执行，进口煤炭价格不适用通知规定 。
✦ 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防范铁矿石过度囤积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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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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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 2558 -1.82% 主力收盘价 3297 3389 -2.73% 主力收盘价 703 685 2.70%
出厂价:柳林 2650 2350 12.77% 天津港:准一级冶金焦 3010 2810 7.12% 日照港:PB粉矿 860 820 4.88%

基差 139 -208 ####### 基差 -281 -463 -39.35% 基差 273 277 -1.24%
洗煤厂开工率 71.22 71.66 -0.61% 焦化厂开工率 71.50 66.70 7.20% 澳、巴发运量 2117.80 2021.70 4.75%

港口库存 329.00 334.00 -1.50% 港口库存 267.60 246.30 8.65% 到港量 2072.30 2173.70 -4.66%
焦化厂库存 1280.20 1293.90 -1.06% 焦化厂库存 124.60 165.40 -24.67% 港口库存 15886.57 16034.05 -0.92%
钢厂库存 939.12 952.02 -1.36% 钢厂库存 757.66 748.97 1.16% 钢厂库存 11118.58 11064.32 0.49%

日均焦炭产量 61.10 57.00 7.19% 铁水产量 208.85 203.01 2.88% 铁水产量 208.85 203.01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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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4 8092 3.86% 主力收盘价 9020 9518 -5.23% 焦煤/焦炭 0.7890 0.7715 [0.53,0.79]

FeMn65Si17:内蒙8100 8000 1.25% FeSi75-B:宁夏:中卫 8600 8650 -0.58% 焦炭/铁矿 4.6774 4.8401 [1.75,4.83]
基差 -354 -92 284.78% 基差 -370 -868 -57.37% 螺纹/焦炭 1.4505 1.4414 [1.44,2.39]

企业开工率 68.36 66.74 2.43% 企业开工率 52.34 51.95 0.75% 螺纹/铁矿 6.7847 6.9766 [3.88,8.51]
厂家库存 18.69 14.34 30.38% 企业库存 5.16 3.25 58.77% 热卷-螺纹 179 128 [-235,371]

仓单 25449 25969 -2.00% 仓单 0 3515 -100.00% 硅锰-硅铁 -666 -1230 [-1575,2836]
五大钢材产量 870.42 894.45 -2.69% 五大钢材产量 870.42 894.45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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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 4779 -3.39% 主力收盘价 4952 4959 -0.14%
高炉 138 11 2.87%

杭州 4800 4890 -1.84% 上海 4960 5010 -1.00%
基差 331 262 26.39% 基差 8 51 -84.31%

电炉 173 94 3.60%
产量 273.55 255.98 6.86% 产量 301.52 298.45 1.03%
库存 1285.99 1201.43 7.04% 库存 377.03 367.05 2.72%

焦化厂 21 -61 0.70%
表观消费 188.99 164.57 14.84% 表观消费 291.54 268.29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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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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