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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辉期货黑色产业早报 

发布日期：2018 年 01 月 19 日 

早评及操作建议： 

早评 

基本面： 

基本面：市场终端需求边际改善外加冬储启动，成交出现放量，昨多地 

市场价格迎来本周最大单日上涨，对盘面价格形成强有力支撑；另昨 

Mysteel 发布的库存数据显示，本周螺纹市场库存增长为 27 万吨，上 

期值为 38 万吨，增幅较上期值显著收窄。我们认为市场价格或进入加 

速上涨阶段，理由有三：1）后期市场终端消费边际虽有一定回落空间； 

但补库需求将抵消其不利影响；同时补库需求延续性较好，对市场需求 

形成有力支撑；2）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2 月份粗钢产量为 

6705 万吨，略低于与去年同期，后期采暖季限产政策压制粗钢产量，产 

量释放维持平稳，预计 1-2 月份粗钢产量不超过去年同期产量；而采暖季限产至 3 月

中旬，1-3 月份粗钢产量较去年同期面临收缩，因此供给端总体减少； 

3)库存增幅稍低于预期 ，表明市场需求仍表现出一定的韧性，预计后 

期库存增幅处于中等或中等以下水平，因此我们认为价格进入加速上涨 

阶段；原料方面，12 月份生铁产量为 5472 万吨，环比上月微幅下降，预 

计受限产压制高炉产能，1-3 月中旬日均生铁产量仍较维持在当前水平， 

原料消费需求疲软，而补库需求方面，原料价格正在进行调整，短期补库 

需求不能形成支撑，总体显现疲弱；但受成材价格上行带动，下行趋势暂性 

结束；配置方面，原料品种暂不做配置，或成材建多对冲做空风险。  

盘面分析 

螺纹钢下方有强支撑位，可依此偏多操作。 

操作建议： 

成材多单继续持有，逢低加仓；  

套利：做空焦煤比继续低位减持；做多螺矿比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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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现货价格快报 

铁矿 类型 今日价 涨跌 焦炭 类型 今日价 涨跌 

普氏指数（美元/吨） CFR 74.85 +0.5 吕梁准一级焦 出厂含税价 2060   0 

京唐港 62%印度矿 车板价  500.0     +5 连云港一级焦 平仓含税价 2300    0 

    天津港准一级焦 平仓含税价 2225 0 

螺纹 类型 今日价 涨跌 焦煤  类型 今日价 涨跌 

上海 HRB400 市场价 3830  +40 吕梁 出厂含税价 1560 0 

天津 HRB400 市场价 3920   +30 内蒙 出厂含税价 1250 0 

广州 HRB400 市场价 4300       +30 京唐港 港口提货价 1690   0 

动力煤 类型 今日价 涨跌      

CCI(Q5500) 市场价 740  +1     

CCI 进口(Q5500) 市场价 701  +5     

第二部分：现货基本面数据 

螺纹 更新频 数据 环比（绝对值） 铁矿 更新频 数据 环比 

唐山地区钢坯库存量（万

吨） 
周 37  +8 

港口铁矿石库存/万吨 
周 15205.0 +270 

国内螺纹市场库存（万

吨） 
周   416        +27 

钢厂铁矿可用天数/天 
周 21.5     -0.5 

重点企业钢材库存量（万

吨） 
旬 1240       +48 

 
   

粗钢产量（万吨） 旬  172.06 -0.83 钢材出口 月 698 +49 

全国钢厂高炉开工率 周 64.09% +0.97% 棒材出口 月 153   +23 

全国钢厂盈利钢厂 周 85.28%    0 板材出口 月 391   +22 

焦炭 更新频 数据  环比 产量    

天津港库存/万吨 周 -   -     淡水河谷 季 8.61 11.16% 

钢厂焦炭可用天数/天 周 10.5 0     力拓 季 6.62 -1.7% 

焦煤 更新频 数据  环比     必和必拓 季 5.36 0.98% 

六港口焦煤库存/万吨 周 225      +17     FMG 季 4.47 3.0% 

钢厂焦煤可用天数/天 周 14.5 0 钢铁 PMI 月 50.2 -3.5 

第三部分：期现基本数据： 

螺纹钢基差及库存： 

基差昨值：80.0 今值 89.0  库存上期值： 386；本期值：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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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卷板基差及库存 

基差昨值 227.0；今值：199.0   库存上期值：174 本期值： 176 

 

焦炭基差： 

基差昨值：266.0 今值：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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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基差及库存： 

基差昨值: 276.0 今值：284.0 

 

铁矿基差及库存动态图： 

基差昨值 58.0 ；今值：56.0 库存上周值：14930.0 ；本周值：15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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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I 指数/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走势：昨值：2.19 今值 2.12 

 

 

 

 

 

 

 

第四部分：价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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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与铁矿主力收盘比值：昨值：7.20；今值：7.19 

 

热轧与螺纹主力收盘比值：昨值：1.00；今值 1.00

 

螺纹与焦炭主力收盘比值：昨值：1.95 今值：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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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与焦煤主力收盘比值：昨值：1.53 今值：1.54 

 

焦炭与铁矿主力收盘比值：昨值：3.69 今值：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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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利润 

中辉模型主力合约螺纹钢盘面利润：昨值：944；今值：969 

 

中辉模型天津螺纹钢现货市场利润：昨值：772；今值：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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