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元/吨） 镍连续合约 镍主力合约 不锈钢连续合约 不锈钢主力合约

前日收盘价 164850 163460 17100 17080

前2日收盘价 174610 174610 17720 17740

涨跌 -9760 -11150 -620 -660

涨跌幅% -5.59% -6.39% -3.50% -3.72%

单位（元/吨） 镍期货 镍主力合约 不锈钢期货 不锈钢主力合约

持仓量（手） 320038 152113 117609 70669

持仓变动（手） -36018 66664 -5642 -3667

成交量（手） 784815 495447 309141 254684

成交量变动（手） -107928 108761 41379 43944

单位（美元/吨） LME镍官方价 LME镍（0-3） 镍活跃/LME镍03 人民币中间价

前日官方价 22250 264 7.3465 6.3418

前2日官方价 23000 273 7.5917 6.3411

涨跌 -750 -9 -0.2452 0.0007

比价-价差 镍/不锈钢(连续) 镍/不锈钢(活跃) 镍连续-镍活跃 不锈钢连续-活跃

现值 9.6404 9.5703 1390 20

前值 9.8538 9.8427 0 -20

不锈钢冷轧（元/
吨）

太钢佛山（交割
规格304/2B冷轧

卷板)

北海诚德佛山
（交割规格

304/2B冷轧卷板)

太钢无锡（交割
规格304/2B冷轧

卷板)

北海诚德无锡
（交割规格

304/2B冷轧卷
板)

现值 18900 12100 12200 12600

前值 19200 12100 12200 12600

涨跌 -300 0 0 0

废不锈钢（元/
吨）

304废不锈钢（佛
山）

304废不锈钢（无
锡）

现值 713 699

前值 713 699

涨跌 0 0

镍矿（元/吨）
菲律宾镍矿：

Ni1.5-1.6Fe25-
30%：华北

菲律宾镍矿：
Ni1.5-1.6Fe25-

30%：华东

印尼镍矿：
Ni1.6-1.7Fe20-

25%：华北

印尼镍矿：
Ni1.6-1.7Fe20-

25%：华东

现值 502 512 1460 1460

前值 502 512 1460 1460

涨跌 0 0 0 0

高镍铁(元/镍）
高镍铁7-10%：内

蒙：含税
高镍铁7-10%：江

苏：含税
高镍铁7-10%：
辽宁：含税

高镍铁7-10%：山
东：含税

现值 1460 1460 1185 1185

前值 1460 1460 1185 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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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 0 0 0 0

单位（元/吨）
标准模式不锈钢

成本
完全镍铁模式不

锈钢成本
标准模式现金利

润（无锡）
完全镍铁模式现
金利润（无锡）

现值 12942.90 13253.50 -342.90 -653.50

前值 12934.67 13253.14 -334.67 -653.14

涨跌 8.23 0.35 -8.23 -0.35

交易所库存（吨） 上期镍 LME镍

当期 3866 92688

上期 4711 93102

涨跌 -845 -414

现货库存（吨） 300系冷轧无锡 300系冷轧佛山 300系热轧无锡 300系热轧佛山

当期 103600 24000 30800 26300

上期 106300 23200 36400 25400

涨跌 -2700 800 -56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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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目标到202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到202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2020年分别下降8%、8%、10%以上、10%以上。节能减排政策机制
更加健全，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镍：镍价夜盘小幅上涨。从前日的涨停到今日的触及跌停，电解镍价格的大幅波动主要还是
资金博弈的产物。基本面方面，镍系产品目前供需并未出现大幅扰动。从品种基差看，进口
镍基差显著偏强，镍豆、金川镍需求持稳，前期涨势中低库存下的逼空意味明显。镍价从基
本面出发走势应以震荡为主，如果回落较多后期预计仍会偏强运行。

不锈钢：不锈钢价格上行。不锈钢价格前期受镍价走强以及地产政策松动引发的消费回升预
期影响走势偏强，但今日随镍价大跌。不锈钢库存上周出现回升，随着春节将至补库行情预
计告一段落。警惕节前补库过后以及镍价回落引发不锈钢价格回调风险。

【29省份亮出经济成绩单，中西部地区加速赶超】 截至1月24日，除河北、吉林外的全国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以及GDP增速。统计发现，2021年
各省区市实现GDP规模再跨越，经济增速显著提升，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韧性好、底气足
。经济发展头部省份保持发展优势，中部地区加速迎头追赶。展望2022年，中部地区有望继
续成为区域发展亮点，区域经济将继续迈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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