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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 

1、成材：本周钢材产量趋稳，消费端小幅回升，库存下降。钢材当前产量方面趋稳，长短流程所受疫

情及政策等非常规因素的影响逐渐淡化，导致整体产量不及往年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于黑色产业链条中钢厂利

润偏低，这点在需求改善前难有实质性变化。而需求端一方面受到房地产仍然弱势的影响，一方面疫情尚未

受控对物流及制造业的冲击仍在，表现弱于往年同期水平是可以预见的。宏观层面的利好仍然会持续，对后

续的政治局会议预计会提出新的稳增长部署，对房地产行业的宽松也在持续。因此整体供需弱化预期强化的

逻辑没有改变，短期的重点在于国内疫情控制及后续的供需实质性水平。  

2、铁矿石： 假日期间，新加坡铁矿石掉期主力 06合约价格小幅下跌，自 4月 29 日的收盘 146.45 美

元/吨下跌至 142.35 美元/吨，下跌 2.8%。 

五月份铁矿石市场将呈现供需双增格局，供应端，海外铁矿石发运将进入上升状态，且根据船期推算，

五月份铁矿石到港量也将逐渐增加，国内矿山生产开工也随着疫情形势好转而持续回升，供应以放量为主；

需求端，五月高炉铁水仍有增量空间，部分地区钢厂高炉复产节奏易受到利润、疫情和限产等方面的压力，

限制其复产速度；按照发改委定调 2022 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的目标，按照惯例，旺季铁水日均产量将比

均值高 8-10 万吨，如果终端需求能够支撑，日均铁水产量可以上升至 240-245 万吨附近，因此，5月份终端

需求的释放情况将决定原料需求的强弱；港口库存虽仍将延续去库为主，但由于供应的释放节奏加快，去库

幅度收窄；近期市场强预期由于疫情和政治局会议呈现反复修正，影响价格波动节奏；当前铁矿石供需面依

然呈现阶段性改善格局，压力点来自于终端需求持续疲弱，钢铁利润低位，压制产量的恢复空间；近期铁矿

石价格震荡运行，建议短线操作，重点关注节后终端需求的恢复情况，将决定黑色市场呈现正反馈或负反馈

格局。 

3、双焦：节前双焦受需求预期转弱、负反馈担忧的影响，盘面下探 60 天均线支撑，对节后现货提降有

一定程度的消化。现货层面，受终端需求持续疲弱、钢厂利润偏低的影响，双焦需求增量受限；而焦煤产量、

进口持续增加，焦炭供应也相应提高，在终端需求转旺之前，双焦库存料阶段性回升，节后双焦现货有提降

压力。不过盘面基本反应了 4 轮提降预期，基本覆盖 5月份的现货下跌幅度，对利空有阶段性消化，在疫情

影响逐步减弱、宏观面利好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如终端需求转旺，双焦供应仍易不足，盘面低位支撑较

强，仍有反弹可能。节后双焦关注 60 日均线支撑力度及终端需求表现，暂短线思路。 

二、宏观环境 

美国 1季度 GDP“外冷内热”，3月耐用品订单有所回暖；4月制造业 PMI 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未来走

势仍有待跟踪。美国 1 季度 GDP 环比下降 1.4%，遭遇“开门黑”，主因净出口、政府支出拖累，私人消费、

投资维持亮眼表现，指向内生动能韧性十足。3月耐用品订单环比 0.8%，远好于前值的-1.7%。4 月 ISM 制造

业 PMI55.4%，相对也不构成妨碍。 

美国、欧元区通胀压力“高烧难退”，进一步强化美联储、欧央行的政策收紧预期。于是总的看来，欧

美通胀持续高企，美联储鹰派言论不断，欧央行两难，日本央行维持宽松，美股低迷，美元阶段性继续强势

是假期的主要特征。总的看来，通胀上行，联储不断释放鹰派言论，多位官员表示要多次加息 50 个基点，同

时不排除单次加息 75 个基点的可能性，鲍威尔也表示，在 5月会议上加息 50个基点是选项之一，并预计今

年还会有一系列 50bp 类似的加息举措。加上 5月将落地多达 950 亿美元缩表预期发酵，收紧预期得到继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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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目前市场争议的是近期是否有更激进的加息措施以及年底的目标利率。同时俄乌冲突及制裁下，欧洲通

胀持续上行，欧央行重申将在第三季度停止净资产购买的承诺，并将在债券净购买结束的一段时间后“逐步”

加息，同时近期欧央行官员表示由于存在“重大”的通胀风险，需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最快可能在 7月份

加息，目前看加息 25个基点“似乎合适”。这是欧洲央行高级官员首次给出明确的加息时点，后续应密切关

注欧央行货币政策边际变化。 

目前美元指数突破 100 点，美股则表现不佳，全球资本市场处于大幅波动期，从这点上，应密切关注欧

美通胀变化。 

国内，4月 PMI 数据公布，数据如期下降，4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为 47.4%，较 3月再度下降了 2.1 个百分

点；4 月数据较三年历史同期水平低 3.4 个百分点，4月制造业景气度往往较 3月季末有所回落，叠加国内防

疫形势仍较严峻，4月 PMI 数据进一步走弱。值得一提的是，4月新订单、生产、供货商配送时间的回落幅度

均较大，除对需求的限制外，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突出明显，生产、供货商配送时间指数降幅较 3月分别扩

大 4.2 和 7.6 个百分点，供应链问题是 4月制造业景气度下滑的主要症结。 

而政治局会议召开，在宏观政策定调方面，一是政策定调。除了加快落实现有政策之外，政治局会议提

及“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我们认为上

述表述中隐含的政策调整力度超出市场预期。二是具体落实。稳增长政策落实依然围绕内需展开，包括基建、

消费、市场主体等等，相关内容在此前各会议中都有提及，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另外，政治局会议要求努力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显示今年依然坚持 5.5%左右的 GDP 增速目标并未松动。我们测算，要实现

+5.5%的全年 GDP 增长目标，Q2到 Q4 平均每个季度的 GDP 环比平均至少要达到+1.54%，对应 Q2到 Q4 的 GDP

同比分别至少为+5.13%、+6.01%和+6.05%，实现起来难度不小。因此，后续政策面必须更加积极，各方面稳

增长政策需要组合发力。稳增长政策的强力刺激叠加更精准灵活的防疫政策预期以及保供应链政策的推进，

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有望边际回暖。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局会议给出超预期的信息关键在于房地产和平台经济。对于市场关注的房地产政策

放松，政治局会议的定调是“房住不炒”、“一城一策”、“支持刚需”，并未提及三条红线，我们认为“优

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是本次房地产政策放松有别于此前政策放松的特点，或意味着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

风险要从解决房地产企业财务高杠杆入手。  
后期，我们对政策取向做一个简单分析： 

1、货币仍以稳为主，总量维持合理充裕。未来几月，目前国内疫情尚未结束，本次降准力度虽低于预

期，节奏和幅度受到海外因素的掣肘，但在“以我为主”的基调及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指引下，货币政策

仍在宽松期，宽货币持续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2、专项债加速发行，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行业实施精准帮扶。财政对受疫情影响重的服务业等困

难行业实施精准帮扶，延续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3、财政前置，专项债持续加速发行，未来基建托底经济仍是“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基建投资增速可

期。 

4、明确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因城施策”下地方限购限售政策持续放开。随着地产边际放松持

续加码，同时房价目前已开始扭转，密切关注地产销售何时企稳，不过在“房住不炒”的方针及稳增长目标

下，政策的边际放松是要对地产行业托底，将更加注重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注重防范风险。 

开盘美联储即将公告利率决议，初步影响预期在 5.1 假前提是中有所涉及，请参阅，具体分析等待联储

正式公布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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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链品种分析 

1、成材 

重要数据 

1、4月份 PMI 为 47.4%。4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7.4%，比上月下降 2.1 个百分点，低于临

界点，制造业总体景气水平继续回落。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48.1%，比上月下降 3.2 个百分点，

降至临界点以下；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47.5%和 45.6%，均比上月下降 1.0 个百分点，继续低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 5个分类指数均位于临界点以下。 

2、央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到 8%。为提升金融机构外汇资金运用能力，人民银行决定自 2022

年 5月 15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 9%下调至 8%。 

3、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9555.7 亿元。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3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9555.7 亿元，同比增长 8.5%。1—3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7068.5 亿元，同比增长 19.5%；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4396.3 亿元，增长 14.4%；外商及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707.5 亿元，下降 7.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331.5 亿元，增长 3.2%。 

4、财政部公告对所有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据 Mysteel 测算，从影响成本来看，实施零关税动

力煤成本降低约 60元/吨。炼焦煤成本降低 72 元/吨。但在汇率影响下，成本基本抵消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成

本下降。 

5、本周钢材产量小幅回落，消费小幅回升，库存回落。本周螺纹钢产量 300.83 万吨，环比下降 6.17 万吨；

螺纹钢钢厂库存 338.56 万吨，环比上升 3.63 万吨；社会库存 895.29 万吨，环比下降 29.9 万吨；表观消费

量 327.1 万吨，环比下降 2.03 万吨。 

本周热卷产量 323.96 万吨，环比上升 1.88 万吨；热卷钢厂库存 104.12 万吨，环比下降 0.99 万吨；社会库

存 236.38 万吨，环比下降 6.74 万吨；表观消费量 331.69 万吨，环比上升 14.22 万吨。 

重要事件 

1、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

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

临新的挑战。做好经济工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

落实到位。 

行业供需分析 

(1)供给层面：疫情管制对钢厂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进入二季度后预计产量政策方面的限制也会逐步减轻，当

前对供应端主要的限制因素在于钢厂利润偏低。  

(2)需求层面：疫情对需求的影响仍存，同时国内房地产市场仍处下探过程，整体建材需求端不及往年水平，

钢材消费弱于往年同期，关注疫情受控后需求的释放情况。 

(3)市场逻辑：疫情下供需整体均处于弱势，国家政治局会议定调对市场信息再次起到支撑作用。关注 5 月中

疫情逐渐受控后消费端的恢复情况。  

价差分析 

(1)期现基差：本周钢材盘面价格随原材料回落，现货价格相对跌幅较低，基差扩大。螺纹基差=5050-4889=161

元（现货采取上海螺纹钢 HRB400 20mm 价格，期货价格为 RB2210 本周五日盘收盘价。） 

(2)跨月价差：05合约价格临近交割贴近现货，远月合约价格周度回落，跨月价差扩大。RB2205- RB2210=167

元（本周五日盘收盘价）。 

(3)卷螺价差：周度热卷消费回落，库存累积，卷螺差走缩。HC2210-RB2210=111 元（本周五日盘收盘价）。 

行情判断建议 

本周钢材产量趋稳，消费端小幅回升，库存下降。钢材当前产量方面趋稳，长短流程所受疫情及政策等非常

规因素的影响逐渐淡化，导致整体产量不及往年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于黑色产业链条中钢厂利润偏低，这点在

需求改善前难有实质性变化。而需求端一方面受到房地产仍然弱势的影响，一方面疫情尚未受控对物流及制

造业的冲击仍在，表现弱于往年同期水平是可以预见的。宏观层面的利好仍然会持续，对后续的政治局会议

预计会提出新的稳增长部署，对房地产行业的宽松也在持续。因此整体供需弱化预期强化的逻辑没有改变，

短期的重点在于国内疫情控制及后续的供需实质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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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矿石 

重要数据及作用 

1、全国 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4517.50，环比降 207.9； 

2、日均疏港量 297.77 降 10.48。 

3、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0.93%，环比上周增加 1.12%，同比去年下降

5.26%； 

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6.57%，环比增加 0.22%，同比下降 3.42%； 

钢厂盈利率 62.77%，环比下降 12.12%，同比下降 27.27%； 

日均铁水产量 233.57 万吨，环比增加 0.60 万吨，同比下降 6.81 万吨。 

焦点事件及作用 

1、中共中央政治局 4月 29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

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宏观政策、资本市场、扩内需、房地产、产业链供

应链等作出重要部署，释放一系列政策信号。 

要点 1：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积极引入长期投资者 

要点 2：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 

要点 3：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 

要点 4：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要点 5：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要点 6：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 

要点 7：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

地产政策 

要点 8：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 

 

2、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稳就业

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采取更有力举措稳就业。要推进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达产。

要保障交通骨干网络高效运行。督促收费站、服务区应开尽开，疏通机

场、港口集疏运。要打通物流微循环。5月 1日至年底，对符合条件的快

递收派收入免征增值税。 

 

3、一季度 FMG 铁矿石产量（铁矿加工量 Ore Processed）达 4420 万

吨，环比减少 10%，同比减少 1%。2022 财年（2021 年 7月至 2022 年 6

月）截至目前总的矿石加工量达 1.418 亿吨，同比增加 5%。 

一季度 FMG 铁矿石发运量达 4650 万吨，环比减少 2%，同比增加 10%。

FMG 也是四大矿山中唯一一个发运量同比增加的矿山。截止目前，FMG2022

财年发运量完成度为 1.4 亿吨左右，同比增长 5%左右。 

得益于财年前三季度的优异表现，FMG 将其 2022 财年的发运目标从

此前的 1.8-1.85 亿吨上调至 1.85-1.88 亿吨。结合前三季度发运量，预

计今年二季度 FMG 发运量有望达到 4540-4840 万吨区间内，预计大概率

会在 4750 万吨附近。 

 

4、欧元区 3月 PPI 同比增长 36.8%，续创纪录新高；环比增长 5.3%，创

去年 10 月以来新高。 

供需逻辑分

析 

供给面因子 

海外供应：本期 Mysteel 澳洲巴西 19 港铁矿发运总量 2591.9 万吨，

环比增加 291.1 万吨；澳洲发运量 1803.2 万吨，环比增加 116.9 万吨；

其中澳洲发往中国的量 1450.7 万吨，环比减少 13.3 万吨；巴西发运量

788.7 万吨，环比增加 174.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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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铁矿石发运总量 3150.8 万吨，环比增加 183.1 万吨。 

4 月 25 日-5 月 1 日中国 47 港到港总量 2258.3 万吨，环比减少 50.9

万吨；中国 45港到港总量 2120.5 万吨，环比减少 152.8 万吨；北方六

港到港总量为 938.6 万吨，环比减少 146.7 万吨。 

需求面因子 

需求端，按照生产节奏计划推算，五月高炉铁水仍有增量空间，但

部分地区钢厂高炉复产节奏易受到利润、疫情和限产等方面的压力，限

制其复产速度，铁水产量增幅相对也偏小；按照发改委定调 2022 年全国

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的目标，按照惯例，旺季铁水日均产量将比均值高 8-10

万吨，如果终端需求能够支撑，日均铁水产量可以上升至 240-245 万吨

附近，因此，5月份终端需求的释放情况将决定原料需求的强弱。 

供需主要矛盾 

1、钢厂的复产幅度和复产进度；  

2、海外澳巴的发运情况； 

3、海运费的波动及高低品溢价情况。 

4、疫情缓解后终端需求的恢复情况。 

期现结构 

基差水平 

 

基差=现货价格-I2205=32 

基差=现货价格-I2209=25 

（现货价格采用青岛港 56.5%超特粉矿） 

 

基差水平反映的

逻辑 

基差处于低位水平 

合约特性 

合约间价差排列 负向市场 

主力-近远月合约

价差及逻辑 

I2205-I2209=110.5 

合约间是否存在

套利机会 

-- 

对于价格区间及市场走势的综合

判断 

假日期间，新加坡铁矿石掉期主力 06 合约价格小幅下跌，自 4月 29

日的收盘 146.45 美元/吨下跌至 142.35 美元，下跌 2.8%。 

五月份铁矿石市场将呈现供需双增格局，供应端，海外铁矿石发运

将进入上升状态，且根据船期推算，五月份铁矿石到港量也将逐渐增加，

国内矿山生产开工也随着疫情形势好转而持续回升，供应以放量为主；

需求端，五月高炉铁水仍有增量空间，部分地区钢厂高炉复产节奏易受

到利润、疫情和限产等方面的压力，限制其复产速度；按照发改委定调

2022 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的目标，按照惯例，旺季铁水日均产量将

比均值高 8-10 万吨，如果终端需求能够支撑，日均铁水产量可以上升至

240-245 万吨附近，因此，5月份终端需求的释放情况将决定原料需求的

强弱；港口库存虽仍将延续去库为主，但由于供应的释放节奏加快，去

库幅度收窄；近期市场强预期由于疫情和政治局会议呈现反复修正，影

响价格波动节奏；当前铁矿石供需面依然呈现阶段性改善格局，压力点

来自于终端需求持续疲弱，钢铁利润低位，压制产量的恢复空间；近期

铁矿石价格震荡运行，建议短线操作，重点关注节后终端需求的恢复情

况，将决定黑色市场呈现正反馈或负反馈格局。  

操作建议 建议短线操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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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焦煤、焦炭 

行业

消息 

1、4月 30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明确煤炭领域经营者哄抬价格行为的公告》，明确 4类行为属于

哄抬价格：捏造涨价信息、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无正当理由大幅度或者变相大幅度提高价格。 

2、中共中央政治局 4月 29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宏观政策、资本

市场、扩内需、房地产、产业链供应链等作出重要部署。会议提出，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抓紧谋划

增量政策工具；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

产政策；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 

3、中国 4月制造业 PMI 为 47.4%，比上月下降 2.1 个百分点，为 2020 年 3月以来最低水平，制造业总

体景气水平继续回落。 

4、财政部公告，自 2022 年 5月 1 日至 2023 年 3月 31日，对所有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

据 Mysteel 测算，从影响成本来看，实施零关税动力煤成本降低约 60元/吨。炼焦煤成本降低 72 元/

吨。但在汇率影响下，成本基本抵消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成本下降。 

重要数据 本周 上周

（1.28） 

变化 点评 

焦煤 

现货价格 

澳煤到港价$ -- -- -- 

节前焦煤价格弱稳，焦企采购积极

性下滑，有流拍现象。 

甘其毛都库提价 3000 3000 -- 

晋中 1.3 硫主焦 2900 2900 -- 

库存 

16 港口 568.8 575.3 -6.5 

节前环保组撤离内蒙，焦煤供应继

续回升，焦企补库积极性减弱，本

周焦煤库存回升。  

煤矿 284.69 275.67 +9.02 

独立焦化厂 1221.9 1195.3 +26.6 

钢厂焦化 832.2 820.7 +11.5 

焦炭 

现货价格 

青岛港准一 4000 4000 -- 

节前焦炭持稳运行。 山西吕梁准一 3750 3750 -- 

唐山二级焦 3850 3850 -- 

库存 

247 家钢厂 654.4 638.1 +16.3 

钢厂采购积极性仍在，节前焦炭库

存继续下滑。 

18 港口 296 297.1 -1.1 

全样本焦化厂 107.2 136.7 -29.5 

日均产量（独立焦化+钢厂焦化） 113.4 112.1 +1.3 

钢材 

库存 

钢材总库存 2261.12 2302.89 -41.77 

终端需求继续低位，成材去库缓

慢。 

螺纹库存 1233.85 1260.12 -26.27 

生铁日均产量 233.57 232.97 +0.6 

供求

分析 

焦煤供应 

本周公布的焦煤产量及进口数据均高于预期，供应改善幅度较大的情况下，焦企补库积极

性下滑，在终端需求转旺之前，焦煤库存料持续回升。 

焦炭供应 焦炭价格主要受焦煤成本和下游需求的影响。  

钢厂及终端

需求 

终端需求持续低位的情况下，钢厂利润被持续压缩，燃料正反馈难度增大。 

不过政策面利好持续刺激下，终端需求仍有转旺基础，关注现货市场的实际表现。 

基差 

分析 

 仓单成本 期价 2209 基差 逻辑 

焦煤 3240 2852.5 +387.5 

盘面反应现货节后的下跌预期，大幅贴水现

货。 

焦炭 4293 3625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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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判断 

节前双焦受需求预期转弱、负反馈担忧的影响，盘面下探 60天均线支撑，对节后现货提降有一定程度

的消化。现货层面，受终端需求持续疲弱、钢厂利润偏低的影响，双焦需求增量受限；而焦煤产量、进

口持续增加，焦炭供应也相应提高，在终端需求转旺之前，双焦库存料阶段性回升，节后双焦现货有提

降压力。不过盘面基本反应了 4轮提降预期，基本覆盖 5月份的现货下跌幅度，对利空有阶段性消化，

在疫情影响逐步减弱、宏观面利好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如终端需求转旺，双焦供应仍易不足，盘面

低位支撑较强，仍有反弹可能。 

操作 

建议 

节后双焦关注 60 日均线支撑力度及终端需求表现，暂短线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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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图表跟踪 

成材： 
图 1  螺纹钢周产量 图 2 热卷周度产量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图 3  螺纹钢周库存 图 4 热卷周库存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图 5  长流程开工率 图 6 短流程开工率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 9 -

铁矿石 

图 1 铁矿石港口库存 图 2 国内大中型钢厂进口矿平均库存天数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3  澳洲铁矿石发运量 图 4 巴西铁矿石发运量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5 铁矿石日均疏港量 图 6 国内矿山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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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7  日均铁水产量 图 8  钢厂盈利率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焦煤焦炭： 

图 1 焦煤基差走势 图 2 焦炭基差走势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3  焦煤内外价差 图 4 焦煤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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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5  焦炭库存 图 6 焦化厂（含副利）利润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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