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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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 15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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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78

山西柳林低硫 2900 0

山西柳林中硫 2400 0

蒙5精煤（乌不浪口） 2550 0

蒙古(沙河驿) 2820 0 2820

焦

炭

日照准一级（现汇出库） 3430 -20 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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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20

铁

矿

普氏指数 127.35 -0.2

日照港61.5%-PB粉 935 -4 1019.34

日照港60.5%-金布巴 830 0 964.96

日照港63%-巴混 1035 -4

日照港56.5%-超特粉 730 -1 970.06

日照港58.5%-FMG混合粉 820 10

日照港62.5%-PB块 1259 15

铁矿日成交量 96.5 28

锰

硅

天津 8480 30 8630

内蒙 8300 0

广西 8300 0

内蒙生产利润 -339.12 9.69

广西生产利润 -848.51 0

硅

铁

天津 9200 100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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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宁夏生产利润 1439.64 0

螺

纹

钢

上海 4890 -10 5036.7

北京 4860 -20 5005.8

广州 5050 -10 5050

唐山方坯 4560 -20

建材日成交量 142998 -30331

华东高炉利润 234.41 -1.73

华东电炉利润 -203 0

热

卷

上海 4820 -20 4820

天津 4910 -10 4910

广州 4870 10 4870

东南亚CFR进口 755 0

美国CFR进口 1360 0

欧盟CFR进口 990 -10

日本FOB出口 960 0

中国FOB出口（折人民币） 5235.83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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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444 52.76%

焦煤 2560 3000 2712 300 260 -180 109 4.00% -440 289 152

焦炭 3285 3785 3447 710 246 -255 83 2.41% -501 338 163

铁矿 786 957 829 1700 177 5 133 16.06% -172 128 44

热卷 4680 4603 4770 166200 140 217 50 1.05% 77 -167 90

螺纹 4568 4484 4650 9000 469 553 387 8.32% 84 -166 82

硅铁 8850 8836 8962 9283 350 364 238 2.66% 14 -126 112

锰硅 8252 8290 8380 24224 378 340 250 2.98% -38 -90 128

螺利润 -13 -622 -84

卷利润 499 -103 436

焦化利润 -120 -20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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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