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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随着俄乌冲突的影响逐渐减弱 ，2月社融不及预期 ，唐山有消息称12日12时解除8日的限产，叠加周末疫情爆发 ，钢材可能面临产量
快速恢复而需求依然疲弱局面 。另外焦炭现货若提涨 5轮，则测算螺纹成本5000左右，当下五轮上涨偏向乐观 ，原料存在高位风险 。所以在终端需
求不佳，钢材利润微薄的背景 ，钢材和原料负反馈共振下跌 。不过煤供应仍然较为紧缺 ，焦企利润回升补库积极 ，双焦库存处历年低位 ，基本面较
好，原料依然能为产业链提供一定支撑 。2月社融虽差，但是为实现全年 5.5%目标，后续可能会有更多松绑政策 。以及上周钢联数据显示供需暂无
太大矛盾，黑色或呈现震荡回调 。考虑到目前炼钢利润压缩空间已经不大 ，原料补库接近尾声 ，预计短期钢材表现强于原料 。（仅供参考）
                       

策略

焦煤：焦企产能利用率回升 ，对焦煤补库积极 ，焦煤需求向好；国内外焦煤价格严重倒挂 ，进口焦煤增量有限 ，国内主焦煤供应呈现偏紧态势 ；各环节
焦煤库存下降，基本面较强。但当前疫情扰动终端需求释放 ，钢价下跌对焦煤存在负向传导 ，外加政策监管严格 ，焦煤高位波动加剧 ，建议焦煤05谨慎
持仓，观望为宜。

焦炭：吨焦利润回升至 192元/吨，焦炭产量回升；下游钢厂库存低位 ，对焦炭补库积极 ；焦煤现货价格坚挺 ，焦炭成本支撑强 ，焦企开启第四轮提涨
200元/吨，焦炭基本面向好 ，但随着终端表现不佳 ，钢价承压，高炉利润收缩，钢厂对焦炭有一定的压价意愿 ，焦炭05顶部风险显现，建议观望为宜
。

硅铁：钢厂复产补库行动推升硅铁价格 ，厂家低价惜售情绪增加 ，整体市场情绪尚可 ；偏高的现货库存对于价格也有一定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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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矿进口量缩减 ，港口锰矿价格难降 ，锰硅成本支撑强，原料及电费上涨，部分锰硅企业面临亏损 ，产量下降。当前疫情扰动 ，终端需求不佳扰
动钢厂复产，预计锰硅区间震荡运行 。

铁矿：铁矿到港量回升 ，澳巴铁矿发运有增加预期 ；两会及残奥会结束 ，钢厂集中复产，对铁矿具有一定补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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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因终端需求不佳致钢价承压 ，高炉利润收缩对铁矿价格形成压制 ，建议铁矿05短空参与，持
续关注钢厂复产情况 。

钢材：俄乌冲突对钢价影响减弱 ，周五社融不及预期 ，叠加多省疫情形式严峻 ，市场对终端用钢需求较为悲观 ，且两会及残奥会结束 ，钢厂集中复产，
产量有增加预期 ，供增需减预期下钢价承压运行 。但稳增长背景下地产政策降继续放松 ，且原料成本上涨对钢价有支撑 ，预计本周钢材震荡调整 ，持续
关注疫情发展态势 。

新闻热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 、煤炭主产区和重点企业持续加大工作力度 ，从推动手续办理 、加强应急储备等多方面完善煤炭产供储销体系 ，进一
步释放优质煤炭产能 ，强化煤矿生产调度 ，力争全国煤炭日产量稳定在 1200万吨以上，确保产能合理、产量充裕，运销畅通，安全保供。
✦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44.15万亿元，同比增长9.2%。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23万亿元，同比少增1258亿元。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19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少53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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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9 3136 -10.76% 主力收盘价 3430 3848 -10.86% 主力收盘价 760 870 -12.70%
出厂价:柳林 3200 2730 17.22% 天津港:准一级冶金焦 3410 3210 6.23% 日照港:PB粉矿 930 1010 -7.92%

基差 402 -406 -198.89% 基差 -186 -524 -64.57% 基差 326 226 44.18%
洗煤厂开工率 71.12 70.70 0.59% 焦化厂开工率 73.40 73.20 0.27% 澳、巴发运量 2244.50 2301.20 -2.46%

港口库存 260.00 285.00 -8.77% 港口库存 309.50 296.20 4.49% 到港量 2142.10 1845.20 16.09%
焦化厂库存 1270.80 1282.60 -0.92% 焦化厂库存 75.80 81.20 -6.65% 港口库存 15714.30 15854.52 -0.88%
钢厂库存 942.50 950.81 -0.87% 钢厂库存 720.74 733.17 -1.70% 钢厂库存 11013.57 11034.36 -0.19%

日均焦炭产量 62.80 62.5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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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2 8496 4.66% 主力收盘价 10016 9204 8.82% 焦煤/焦炭 0.8160 0.8151 [0.53,0.79]

FeMn65Si17:内蒙8500 8150 4.29% FeSi75-B:宁夏:中卫 9350 8650 8.09% 焦炭/铁矿 4.5155 4.4224 [1.75,4.83]
基差 -442 -346 27.75% 基差 -616 -604 1.99% 螺纹/焦炭 1.3690 1.3240 [1.44,2.39]

企业开工率 69.33 69.81 -0.69% 企业开工率 50.45 51.73 -2.47% 螺纹/铁矿 6.1817 5.8552 [3.88,8.51]
厂家库存 13.87 18.69 -25.82% 企业库存 9.63 5.16 86.63% 热卷-螺纹 255 286 [-235,371]

仓单 26956 26345 2.32% 仓单 6143 4098 49.90% 硅锰-硅铁 -878 -1216 [-1575,2836]
五大钢材产量 924.90 886.08 4.38% 五大钢材产量 924.90 886.08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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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5 5094 -7.83% 主力收盘价 4950 5380 -7.99%
高炉 153 413 3.10%

杭州 4930 5110 -3.52% 上海 5030 5330 -5.63%
基差 387 174 122.63% 基差 80 -50 -260.00%

电炉 -1 79 -0.01%
产量 296.69 290.28 2.21% 产量 317.08 311.28 1.86%
库存 1284.19 1320.74 -2.77% 库存 358.35 370.31 -3.23%

焦化厂 192 178 5.63%
表观消费 333.24 255.53 30.41% 表观消费 329.04 318.00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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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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