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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期货策略周报 20210305 

期货品种 观点汇总 

黑色板块 

螺纹钢/热卷 
主要逻辑 

技术上上涨趋势后的高位震荡阶段，库存方面，螺纹钢库存合计 1826.05万吨，环比增加 89.25 万吨。

螺纹表观消费量 248.49万吨，环比增加 118.57万吨。国内经济复苏以及下游需求启动利好预期带动钢

材期现同涨，近期部分施工工地陆续开工。再加上外围经济复苏的刺激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延续，叠加工

信部粗钢压产政策，唐山市亦率先明确控制减排，这将对钢材价格形成支撑，同时五月份又是建筑用钢

的传统旺季，也是年内钢厂利润的高地，建议中长期逢低做多成材。 

操作建议 
螺纹长期看涨，短期观望或者可依托 60

分钟图设计偏涨的交易策略。 

风险因素 关注国内外疫情发展情况；压减政策去产能政策

发生变化 

铁矿石 
主要逻辑 

技术上高位震荡偏强阶段, 现货方面贸易商挺价心态较浓，但是钢厂目前库存尚可维持，叠加后面有减

产预期，询盘较为一般，对高价货几无问津，个别根据自身需求针对性补库，全天整体成交较作日有所

缩量。唐山限产趋严，钢材供给受制，短期可能会利空原料，从长远考虑随着钢材利润扩大，钢厂对原

料端的需求定会强劲，叠加海外经济的复苏，海外生铁产量仍在恢复，这样使得全球铁矿石消费持续向

好。库存处历史低位、且基差处于高位状态，助使铁矿价格居高不下。考虑铁矿半年度的供需缺口，仍

需抓好短时间的贴水扩大给出的买入机会。短期受到唐山及全国的压产政策的干扰，短期内可能降低铁

矿消费强度。 

操作建议 
长期看涨，短线观望或者依托 60分钟

图进行看涨策略设计。 

风险因素 监管政策干预、国内外疫情发展情况、巴西和澳

大利亚发运变化。 

焦炭/焦煤 主要逻辑 

焦炭方面：焦炭现货市场暂稳，唐山地区钢厂减排问题近日不断发酵，虽然目前暂未落实，但后期落实

起来力度则一定非常大，对焦炭需求进一步减少。由于焦化企业近期依然处于高利润状态，因此开工率

依然偏高也导致焦化企业库存增加。外加近期投机需求不足，贸易商持观望态度，因此焦化企业成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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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往钢厂为主，导致钢厂库存不断增加，所以整体对后市焦炭价格依然是看跌情绪。港口方面，近期焦

炭处于弱势之中，港口贸易商以观望出货为主，因此港口的库存难以累积，处于相对低位。综合来看，

焦化企业依然是高开工高利润，不断累库的状态。虽然近期限产政策等减少对焦炭的需求，但近期焦炭

的供需缺口依然存在，而且在供暖结束以后有 1000多万吨的焦化产能要淘汰，所以短期内暂时以观望

为主。 

焦煤方面，受焦炭疲弱影响，焦煤近期需求较弱，外加保供以来致使煤矿过高，部分煤矿库存见顶，因

此近期焦煤价格则再一步下挫，吕梁地区主焦煤下调 30-50元/吨，陕西、山东地区气煤下调 30-50元/

吨。进口煤方面，乌不浪口金泉工业园区及五原地区的洗煤厂已经开始停产，具体实施情况需要进一步

跟踪，该区域为蒙 5#原煤最主要的洗选区域，停产预计将造成短期区域内外蒙煤供应紧张。短期内焦

煤依然未有积极利好的出现，两会期间虽然煤矿安检严格，但因前期库存过高外加保供政策，因此对总

体的供应量影响较为有限，短期内以观望为主。 

操作建议 
焦炭长期看涨，短期观望或者可以 60

分钟图把握上涨机会。 

风险因素 限制进口煤政策变化等；粗钢压减及碳排放权政

策的执行情况; 新增焦炉投产进度。 

不锈钢 
主要逻辑 

技术上是震荡偏强阶段，近日青山实业与华友钴业、中伟股份签订高冰镍供应协议的消息引起镍市场强

烈震动，青山掌握镍铁量产高冰镍工艺的速度大幅快于市场预期，未来精炼镍与镍铁可能重新回归，从

而导致精炼镍中线上涨逻辑被证伪，引发镍价恐慌性下跌，伦镍两日内跌幅高达 15%，沪镍价格直逼 12

万一线。因为镍铁低成本量产高冰镍工艺一直是中线镍价看涨的重要风险点，该事件的发生引起镍供应

端的变革，导致镍价进行重新估值，逐步向镍铁价格靠拢，不锈钢亦受到情绪拖累大挫，但实际上高冰

镍消息对不锈钢并无任何利空，甚至对不锈钢中线形成利好，不锈钢价格可能被“错杀”。Mysteel 数

据显示，本周 300系不锈钢库存（新口径）下降 1.81万吨，降幅为 3.48%，冷热轧同步下降，下游企

业陆续复工之后，不锈钢累库阶段告一段落。以不锈钢盘面价格计算，除了拥有印尼低成本镍铁的钢厂，

其他钢厂几乎全面亏损。 

操作建议 
不锈钢中长期看涨，短线观望或者按照

60 分钟图设计中长线买入交易策略。 

风险因素 中国与印尼的 NPI和不锈钢新增产能投产进度；

菲律宾与印尼疫情和政策变动 

动力煤 主要逻辑 
技术上震荡偏强，产地方面，随着下游需求的逐步启动， 榆林地区煤矿销售情况有所好转，多家煤矿

小幅上调煤价。陕西省自 3月 1号起开始为期 3个月的安全检查，目前暂未对供应端产生实质影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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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电厂库存中高位，日耗略有回升，需求有所回暖。随着动煤期价的连续上涨，市场看涨情绪有所升温，

短期受市场情绪影响，煤价走势偏强。内外贸价差较小，海运费近日有止涨态势，境内采购积极性仍在

减弱。两会即将开始，煤矿安全检查政策也正式实施，目前供应端并无明显收紧，但随着市场情绪的升

温和期价的上涨，叠加下游需求逐步启动，煤价短期或将继续企稳回暖。 

操作建议 
中长期看涨，建议依托 30分钟线挖掘

做涨策略。 

风险因素 进口、国内监管政策方面调控变化；电厂采购力

度放缓。 

黑色套利策略 多动力煤空焦煤 

能化板块 

原油 
主要逻辑 

市场看多乐观情绪浓厚，美国周度库存数据利空，欧佩克+就减产规模达成协议利多。美国至 2月 26日

当周 API原油库存+735.6万桶，预期-185万桶，库欣库存+73.2万桶，汽油库存-993.3万桶。EIA、OPEC

与 IEA三大机构 2月报，供给数据 IEA认为油价反弹将显著刺激美国页岩油复产， EIA与 OPEC的预估

则相对保守。需求复苏节奏亦存分歧，OPEC与 EIA认为需求复苏将在二季度启动，IEA认为需求复苏主

要是三季度。欧佩克+3月就减产规模进行协商，欧佩克代表称，欧佩克+接近在 4月份保持产量不变，

讨论的焦点是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所有成员国都应维持减产规模不变，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将被

允许分别增产 13万桶/日和 2万桶/日，沙特阿拉伯考虑将 100万桶/日的自愿性减产延长两个月至 5月。

沙特及欧佩克+盟国决定继续控制石油供应，令石油市场震惊，导致油价飙升，全球经济在走出新冠疫

情之际多了另一个通胀压力。 

操作建议 观望 风险因素 美元指数   美债收益率 

燃油 
主要逻辑 

目前全球炼厂开工偏低，3/4月份将进入炼厂的季节性检修时期，成本端的价格传递，欧佩克方面的决

策将在 4月继续抑制中重质原油的供应，对燃料油尤其是高硫燃料油基本面存在进一步利好。根据俄罗

斯能源部数据，因为国内炼厂开工上升俄罗斯 2月份燃料油产量达到 372万吨，环比 1月份增加 5%,因

俄罗斯燃料油收率偏高，有观点认为对高硫燃料油市场形成短期压力，高硫燃料油弱于低硫市场紧平衡

状态已经渐变，基本面有因素驱动低硫对高硫价差回调。 

操作建议 观望 风险因素 原油价格大幅波动     LU、FU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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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 
主要逻辑 

最新数据显示，炼厂开工率环比下降 3%，炼厂库存环比回升 1%，社会库存环比回升 6%，近期期价回调

力度较大，关注 3月份下游需求的恢复力度，关注国内两会关于基建投入最新定调，价格跟随原油价格

波动。 

操作建议 观望 风险因素 国际油价大幅波动 

天胶 
主要逻辑 

盘面套保压力增强。现货方面泰国北部和东北部产区已于 1月底 2 月初停割，南部产区计划 2月底 3月

初停割，天胶产量整体呈季节性减少趋势，期现价差的持续拉大，国内供应即将恢复。国内需求还处于

恢复中，港口库存呈现季节性累库。截止 2月 25日，国内全钢胎开工率为 58.73%，半钢胎开工率为

54.66%。全球低产期将延续到 4、5月份，内外需求呈现逐步恢复势头。 

操作建议 谨慎偏多 风险因素 库存继续累积   

LLDPE 
主要逻辑 

企业平均开工率在 92.84%，新订单价格上涨，终端下单积极性减弱，制约了开工率的提升。新装置投

产方面，卫星石化 40 万吨 HDPE 计划 3 月份投产，海国龙油 40 万吨全密度装置试车中，预计 4 月

出产品，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40 万吨线性聚乙烯装置原计划 3 月投产，现或推迟至 5 月。

LL 进口完税成本 9242 元/吨，国内市场价格低于海外市场价格，货源更多流向利润更高地区，使得 3 

月份进口有减少预期。 

操作建议 谨慎偏多 风险因素 原油价格大幅波动 

PP 
主要逻辑 

企业平均开工率 92.20%，新订单价格上涨，终端下单积极性减弱，制约开工率的提升。近期 PP 强势

上行， MTO、PDH、丙烯相关工艺利润得到一定修复，华北外采丙烯制 PP 成本 9400 元/吨，华东外采

丙烯制 PP 成本 9000 元/吨。PP 进口完税成本 9460 元/吨，国内市场价格低于海外市场价格，货源

更多流向利润更高地区，使得 3 月份进口有减少预期。 

操作建议 谨慎偏多 风险因素 原油价格大幅波动 

乙二醇 主要逻辑 

国内煤化工装置进一步重启，国内供应量持续攀升，内蒙古通辽金煤 30 万吨/年合成气制乙二醇装置

计划本周重启，该装置此前于 2 月 26 日停车，4 月份卫星石化 180 万吨/年的乙二醇装置将投产。

受 1月份沙特、伊朗等地装置检修，以及 2月份美国极寒天气下乙二醇装置临时停车影响，考虑到船期

和全球乙二醇货源再分配，预计 3 月份中国乙二醇进口量将出现显著下降。沙特 91 万吨/年和伊朗 50 

万吨/年的乙二醇装置正在重启，考虑到船期时间预计 5~6 月份进口量将回升。3 月份聚酯开工率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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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回升至 90%以上，乙二醇需求维持强劲。 

操作建议 谨慎偏多 风险因素 原油价格大幅波动 

PTA 
主要逻辑 

2021年至 PTA加工费下降 37.8%，从春节假期前后的 PTA装置检修计划来看，原定 3月检修逸盛海南（200

万吨/年）提前至 2月检修，新增恒力 4#、5#等装置检修，总体检修量大幅增加了 858万吨/年，预计

部分加工成本较高的装置可能趋于长停或淘汰，整体供需或趋于偏紧。纺织行业恢复明显，下游聚酯开

工负荷逆季节性上升，处于历史高位，目前涤纶短纤、涤纶长丝、聚酯切片等纺织原料的库存均处于历

史低位，预计消费提振下产业下游需求持续恢复。 

操作建议 谨慎偏多 风险因素 原油价格大幅波动 

甲醇 
主要逻辑 

甲醇整体开工负荷为 76.14%，西北地区开 工负荷为 87.98%，非一体化甲醇平均开工负荷为 66.71%，

煤（甲醇）制烯烃装置开工负荷 87.36%。截至 3月 4日，江苏甲醇库存 54万吨，浙江甲醇库存 21.8

万吨，沿海地区库存 93.82万吨。消息面传言内蒙自治区高能耗项目限产，夜盘闻风拉涨，消息传播的

依据是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开展全区高能耗项目审批建设情况联合调查的预通知》，据传

闻内蒙古荣信减产 20%，内蒙古新奥因能耗双控降负 15%-20%，二期 60万吨装置检修或提至 3月份，实

际情况有待追踪。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检修计划，多数甲醇装置春季检修时间集中在 3-4月份，4月涉及

产能 500万吨左右，3月份 400万吨左右，多数检修计划时长 30 天左右。 

操作建议 观望 风险因素 春检兑现情况 

玻璃 
主要逻辑 

多数区域现货价格继续上涨，主流价，华北地区 2022 元/吨，华东地区 2260 元/吨，华中地区 2112 元

/吨，华南地区价 2372 元/吨，东北地区 2090 元/吨，西南地区 2178 元/吨，西北地区 1997 元/吨。

中下游需求积极性整体尚可，企业积极推涨助力。当前玻璃原片厂商节前内虽 有小幅累库但整体库存

水平中性，供应高位，短期变化不大，本周全国样本企业总库存 3765.62 万重箱，环比下降 15.78%，

同比下降 56.41%，库存天数 19.1 天。  

操作建议 谨慎偏多 风险因素 需求不及预期 

能化套利策略 观望 

有色金属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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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主要逻辑 

此前美国众议院通过 1.9 万亿美元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支撑市场通胀预期。两会顺利开幕，当前市

场情绪较为谨慎；本周美元指数走强，施压基本金属。智利港口恢复正常，但供应短期仍未恢复正常。

国内铜矿供应维持偏紧格局，铜矿加工费 TC 继续下调，铜冶炼成本高企；国内铜库存虽继续累库，但

累库有所放缓，且国内铜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下游方面，因国网南网订单减少，SMM 统计的 3 月线

缆行业开工率为 68%，处于近几年低位；且铜价大幅上涨抑制下游消费。不过随着 3、4 月份传统旺季

来临，下游需求有望改善，支撑铜价。随着铜价上涨，精废价差一度扩大，废铜需求较为旺盛，但再生

铜新政对利好废铜进口，未来废铜进口量可能迅速增加。技术上本周沪铜自高位承压回落，短线高位偏

强震荡概率较大。  

操作建议 逢低轻仓短多 风险因素 消费不及预期，快速累库 

铝 
主要逻辑 

此前美国众议院通过 1.9 万亿美元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支撑市场通胀预期。两会顺利开幕，当前市

场情绪较为谨慎；本周美元指数走强，施压基本金属。电解铝冶炼利润仍然较好，供给端持稳；电解铝

产能投放继续增加，但投产速度有所放缓。根据国际铝业协会（IAI）的初步数据，到 2021 年 1 月，

全球共计生产了 1168.7 万吨的氧化铝，比 2020 年 12 月减少 1.0％，但比 2020 年 1 月增加了 

3.2％。全球氧化铝约 53％的产量来自中国。下游加工企业仍未完全复工，3 月 4 日，SMM 统计国内

电解铝社会库存 117.3 万吨，周度累库 9.1 万吨，增幅放缓。海外消费有望稳步复苏，叠加国内二季

度传统消费旺季，以及在碳中和相关政策利好下，市场预计电解铝去库力度将大于往年，支撑铝价。技

术上本周沪铝承压震荡，观望为主。 

操作建议 观望 风险因素  

锌 主要逻辑 

此前美国众议院通过 1.9 万亿美元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支撑市场通胀预期。两会顺利开幕，当前市

场情绪较为谨慎；本周美元指数走强，施压基本金属。3 月国产锌矿加工费延续下滑态势，进口矿加工

费维稳，短期原料端供给仍偏紧。国内锌锭累库趋势延续，但有所放缓。据我的有色网数据，3月 4 日

中国主要市场锌锭现货库存为 24.25 万吨，较 1 日增加 0.36 万吨，周环比增加 1.35 万吨，较节前

最低点增加 13.85 万吨。SMM：2 月精炼锌产量 47.12 万吨，环比减少 7.11 万吨或环比减少 13.1%，

同比增速 4.03%，1-2月累计产量 101.4 万吨，累计同比增加 3.26%。2 月国内精炼锌产量基本符合预

期。3 月预计国内精炼锌产量环比增加 4.81 万吨至 51.93 万吨，暂未恢复至 1 月产量水平，因甘肃

/新疆/湖南/云南地区炼厂检修。元宵节后，下游企业可能快速恢复至高负荷生产，市场预期消费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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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消费恢复，库存累积可能放缓。另外海外疫情缓解，可能提振国内锌下游产品出口，支撑锌价。

技术上本周沪锌继续承压震荡，观望为宜。 

操作建议 观望 风险因素  

镍 
主要逻辑 

此前美国众议院通过 1.9 万亿美元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支撑市场通胀预期。两会顺利开幕，当前市

场情绪较为谨慎；本周美元指数走强，施压基本金属。据 SMM 消息，3 月 1 日下午，青山实业与华友

钴业、中伟股份签订高冰镍供应协议。高冰镍该工艺已于 2020 年年底试制成功，目前已经能够稳定供

应高品质高冰镍。红土镍矿-高冰镍路线极具经济效益，而印尼 NPI 转产高冰镍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利

空镍价。目前正值菲律宾雨季，镍矿供应降至低位；国内镍矿库存降至近年来最低水平，镍矿供应紧张

预期持续。海运费上涨，印尼镍铁、不锈钢新增产能的投产进行中，因镍矿价格上涨，镍铁成本上升，

回流至国内的镍铁量预期减少，支撑镍铁价格。新能源需求拉动镍消费的快速增长，美国重返《巴黎协

定》，利好新能源，需求长期向好；而不锈钢社会库存大幅增加，拖累镍价。技术上本周沪镍自高位快

速大跌，观望为宜。 

操作建议 观望 风险因素  

有色金属套利策略 CU2104/AG2106 多单轻仓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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