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周报（2022.2.28-2022.3.4）                    

 
本周推荐策略：
                     俄乌冲突持续升级 ，市场开始交易全球大宗商品供应冲击 ，刺激黑色持续上涨 。同时国内钢厂复产较为确定 ，上周铁水产量加速回
升，而终端需求启动较慢 ，板块强弱呈现原料强于成材 ，同时双焦供需结构明显好于铁矿 ，双焦表现也更加强势 。根据目前俄军行动来看 ，预计
冲突短期难以缓和 ，成本不断推升将继续支撑黑色整体偏强运行 。但同时也应注意保供稳价下的价格监管风险 ，预计短期黑色价格高位波动加
大，关注后续终端实际需求情况 。若外围冲突缓和后终端需求不及预期 ，黑色或将面临调整 。（仅供参考）
                       

策略

焦煤：俄乌冲突持续 ，俄罗斯煤炭出口受阻 ，引发市场对焦煤供应担忧 ，进口蒙煤受疫情扰动通关困难 ，两会期间煤矿安全检查加严 ，焦煤供应偏
紧；焦钢企业持续复产 ，下游库存可使用天数低 ，对焦煤补库需求较大 ，各环节焦煤库存下降 ，焦煤现货持续上涨 ，焦煤05可维持偏多思路，持续关
注政策端调控风险 。

焦炭：吨焦利润回升至 178元/吨，焦炭产量回升；钢厂复产持续复产 ，铁水产量增加利好炉料 ，下游钢厂对焦炭补库积极 ，焦煤价格坚挺，焦炭成本
支撑强，焦企开启第三轮提涨 200元/吨，焦炭基本面向好 ，但随着高炉利润收缩 ，钢厂对焦炭有一定的压价意愿 ，预计短期焦炭价格随焦煤和钢材价
格波动，建议焦炭05逢低入多，谨防回调风险。

硅铁：当前合金厂积极复产 ，产量回升；库存保持回升态势 ；钢厂复产补库行动推升硅铁价格 ，供需双增，成本支撑较强，预计短期硅铁震荡偏强运
行，关注终端对钢厂复产的拉动情况 ，区间操作为主。

硅锰：锰硅企业开工率逐步增加 ，供应稳中有增，钢厂复产对锰硅需求增加 。由于锰矿进口量缩减 ，港口锰矿价格难降 ，补库预期和成本支撑或推动
锰硅价格回升，预计锰硅震荡偏强运行 。

铁矿：铁矿前期发运低位 ，铁矿到港连续四周下降 ，随着澳巴天气好转 ，铁矿发运有增加预期 ；下游铁水产量回升至 219.75万吨，日均疏港量升至
297.85万吨，钢厂复产有一定补库需求 ，铁矿港口库存偏高 ，当前政策调控仍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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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危机海外钢材溢价 ，部分热卷需求转向中国 ，稳增长背景下钢材需求预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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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弧炉逐步复产，高炉铁水产量稳步回升 ，钢材产量增加，库存到达往年水平 ，原料成本上涨对钢价有支撑 ，预计本周钢
材震荡运行，警惕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

新闻热点

✦乌克兰局势紧张、欧美发动制裁，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消费和投资信心受到冲击 ，加剧了供应链危机 。
✦政府工作报告在用钢需求领域提到几个方面 ：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65万亿元，开工一批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 、新型基础设施、老旧公用
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 “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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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6 2615 19.95% 主力收盘价 3848 3297 16.71% 主力收盘价 813 681 19.40%
出厂价:柳林 2730 2650 3.02% 天津港:准一级冶金焦 3210 3010 6.64% 日照港:PB粉矿 980 865 13.29%

基差 -406 36 ####### 基差 -524 -235 122.77% 基差 284 286 -0.66%
洗煤厂开工率 70.70 71.22 -0.73% 焦化厂开工率 73.20 71.50 2.38% 澳、巴发运量 2301.20 2117.80 8.66%

港口库存 285.00 329.00 -13.37% 港口库存 296.20 267.60 10.69% 到港量 1845.20 2072.30 -10.96%
焦化厂库存 1282.60 1280.20 0.19% 焦化厂库存 81.20 124.60 -34.83% 港口库存 15854.52 15886.57 -0.20%
钢厂库存 950.81 939.12 1.24% 钢厂库存 733.17 757.66 -3.23% 钢厂库存 11034.36 11118.58 -0.76%

日均焦炭产量 62.50 61.10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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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6 8114 4.71% 主力收盘价 9204 8780 4.83% 焦煤/焦炭 0.8151 0.7931 [0.53,0.79]

FeMn65Si17:内 8150 8050 1.24% FeSi75-B:宁夏:中卫 8650 8650 0.00% 焦炭/铁矿 4.4224 4.6726 [1.75,4.83]
基差 -346 -14 ####### 基差 -604 -130 364.62% 螺纹/焦炭 1.3240 1.4236 [1.44,2.39]

企业开工率 69.81 68.36 2.12% 企业开工率 51.73 52.34 -1.17% 螺纹/铁矿 5.8552 6.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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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259 [-235,371]

仓单 26345 25335 3.99% 仓单 4098 166 ####### 硅锰-硅铁 -1216 -624 [-1575,2836]
五大钢材产量 886.08 870.42 1.80% 五大钢材产量 886.08 870.42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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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4 4693 8.54% 主力收盘价 5380 4952 8.64%
高炉 413 138 8.11%

杭州 5090 4850 4.95% 上海 5330 4960 7.46%
基差 153 307 -50.03% 基差 -50 8 -725.00%

电炉 79 173 1.56%
产量 290.28 273.55 6.12% 产量 311.28 301.52 3.24%
库存 1320.74 1285.99 2.70% 库存 370.31 377.03 -1.78%

焦化厂 178 21 5.55%
表观消费 255.53 188.99 35.21% 表观消费 318.00 291.54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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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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