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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焦钢矿现货市场情况

煤焦钢矿现货市场情况      

品种 价格 跌涨 折交割品

动

力

煤

秦皇岛5500 1270 10 1270

大同5500 675 0

鄂尔多斯5500 690 0

澳洲6000FOB 300 0

印尼5000FOB 156 0

焦

煤

加拿大CFR 525 0 4062.14

山西柳林低硫 2900 -320

山西柳林中硫 2400 0

蒙5精煤（乌不浪口） 2550 0

蒙古(沙河驿) 2820 -230 2820

焦

炭

日照准一级（现汇出库） 3450 -30 3550

唐山二级 3450 0

山西长治准一（出厂含税） 3410 0

出口FOB 650 0

全国平均利润 141 -142

内贸利润 -145 -30

铁

矿

普氏指数 127.35 -5.95

日照港61.5%-PB粉 939 23 1023.72

日照港60.5%-金布巴 830 23 964.96

日照港63%-巴混 1039 23

日照港56.5%-超特粉 731 26 971.16

日照港58.5%-FMG混合粉 810 4

日照港62.5%-PB块 1244 10

铁矿日成交量 68.5 -25

锰

硅

天津 8450 30 8600

内蒙 8300 0

广西 8300 -50

内蒙生产利润 -348.81 18.2

广西生产利润 -848.51 -50

硅

铁

天津 9100 0 9100

内蒙鄂尔多斯 8600 0

青海西宁 8600 0

宁夏 8600 0

内蒙生产利润 658.16 -120

宁夏生产利润 1439.64 -120

螺

纹

钢

上海 4900 0 5047

北京 4880 -40 5026.4

广州 5060 -50 5060

唐山方坯 4580 -80

建材日成交量 173329 17198

华东高炉利润

华东电炉利润 -194 0

热

卷

上海 4840 20 4840

天津 4920 0 4920

广州 4860 -20 4860

东南亚CFR进口 755 -5

美国CFR进口 1360 0

欧盟CFR进口 1000 -15

日本FOB出口 960 -20

中国FOB出口（折人民币） 5274.24 -9.72

 期现价差

期现价差     

品种
1月 5月 9/10月

仓单
01- 05- 09/10 主力 1-5 5-9/10 9/10-1

合约 合约 合约 基差 基差 基差 基差率 价差 价差 价差

动力煤 841 429 50.94%

焦煤 2549 2871 2700 300 272 -51 120 4.44% -323 171 152

焦炭 3277 3590 3469 690 273 -40 82 2.35% -313 122 192

铁矿 789 957 835 2700 174 6 129 15.43% -168 123 46

热卷 4685 4785 4774 167970 155 55 66 1.38% -100 11 89

螺纹 4580 5070 4679 9000 467 -23 368 7.86% -490 391 99

硅铁 8762 8696 8842 8907 338 404 258 2.92% 66 -146 80

锰硅 8176 8230 8280 23784 424 370 320 3.86% -54 -50 104

螺利润 -1 63 -73

卷利润 504 178 422

焦化利润 -113 -228 -123

 图表

动力煤01基差 单位：元/吨 动力煤05基差 单位：元/吨 动力煤09基差 单位：元/吨

焦煤01基差 单位：元/吨 焦煤05基差 单位：元/吨 焦煤09基差 单位：元/吨

焦炭01基差 单位：元/吨 焦炭05基差 单位：元/吨 焦炭09基差 单位：元/吨

铁矿01基差 单位：元/吨 铁矿05基差 单位：元/吨 铁矿09基差 单位：元/吨

热卷01基差 单位：元/吨 热卷05基差 单位：元/吨 热卷10基差 单位：元/吨

螺纹01基差 单位：元/吨 螺纹05基差 单位：元/吨 螺纹10基差 单位：元/吨

硅铁01基差 单位：元/吨 硅铁05基差 单位：元/吨 硅铁09基差 单位：元/吨

锰硅01基差 单位：元/吨 锰硅05基差 单位：元/吨 锰硅09基差 单位：元/吨

玻璃01基差 单位：元/吨 玻璃05基差 单位：元/吨 玻璃09基差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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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1-5价差 单位：元/吨 动力煤5-9/10价差 单位：元/吨 动力煤9/10-1价差 单位：元/吨

焦煤1-5价差 单位：元/吨 焦煤5-9/10价差 单位：元/吨 焦煤9/10-1价差 单位：元/吨

焦炭1-5价差 单位：元/吨 焦炭5-9/10价差 单位：元/吨 焦炭9/10-1价差 单位：元/吨

铁矿1-5价差 单位：元/吨 铁矿5-9/10价差 单位：元/吨 铁矿9/10-1价差 单位：元/吨

热卷1-5价差 单位：元/吨 热卷5-9/10价差 单位：元/吨 热卷9/10-1价差 单位：元/吨

螺纹1-5价差 单位：元/吨 螺纹5-9/10价差 单位：元/吨 螺纹9/10-1价差 单位：元/吨

硅铁1-5价差 单位：元/吨 硅铁5-9/10价差 单位：元/吨 硅铁9/10-1价差 单位：元/吨

锰硅1-5价差 单位：元/吨 锰硅5-9/10价差 单位：元/吨 锰硅9/10-1价差 单位：元/吨

玻璃1-5价差 单位：元/吨 玻璃5-9/10价差 单位：元/吨 玻璃9/10-1价差 单位：元/吨

螺纹盘面利润 单位：元/吨 热卷盘面利润 单位：元/吨 焦化盘面利润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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