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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焦炭

焦炭：
上周华北地区独立焦企产能利用率小幅回落，个别地区有限
产加严，但是整体影响不大，山东去产能力度逐渐走强，尤其是
年底去产任务持续，短期造成一定供需错配，供应端对价格支撑
仍在。
库存方面，近期钢厂采购增加，焦化厂出货良好库存低位，
焦炭库存由上游向下游转移。贸易商活跃度增加，库存小幅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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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落。
利润方面，上周山西、河北部分焦化厂提出 4 轮涨价，钢厂
尚未接受。目前焦化利润在 150－200，焦化生产积极性较高，产
业链利润重回相对平衡状态，本轮涨价持续时间较长，但是落实
的可能性较大。
成本方面，煤矿出货转好，部分低硫主焦煤持续探涨。
考虑到目前进口政策收紧、国内供应存在收紧预期，短期焦煤现
货价格明显企稳，焦炭成本支撑较强。
下游钢厂在政策宽松及利润的影响下生产较好，短期焦
炭需求量相对稳定，但是增量有限。短期的供需错配使得下游拿
货较好，但是考虑到目前钢厂库存明显恢复，且产业链利润相对
平衡，故继续让利焦炭的空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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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
当前焦煤市场维持稳中偏强的状态，部分地区低硫主焦煤累
计上涨幅度较大，山西市场低硫主焦煤稍显紧俏。本周受天气影
响，焦煤拉运一定程度受阻，但是下游补库较为积极，焦化厂及
钢厂焦煤库存明显回升。下游采购的转好加上年底进口煤通关限
制，近期焦煤港口库存回落较为明显。目前焦煤需求端对价格的
支撑较明显，尤其是焦化厂利润的相高位及年底采货节奏的加

相关报告

快，使得国内焦煤市场相对坚挺。国内煤矿即将放假停产，加上
近口煤库存的下降，供应端压力有所缓解，但是近日部分海关通
关工作正在准备中，后续大量进口煤通关对市场产生冲击的预期
仍旧压制煤价上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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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焦炭 焦煤
焦化临时限产频繁 山东去产能预期增强
从 1 月 10 日公布的独立焦化企业的生产情况来看，本周全国 100 家独立焦企焦炉产能利
用率 75.95%，周环比回落 1.62%，低于去年同期 1.9%；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焦炉产能利用率
为 72.07%，周环比回落 1.05%，低于去年同期 2.49%；其中华北地区独立焦化企业焦炉产能
利用率为 74.04%，周环比回落 2.16%；西北地区独立焦化企业焦炉产能利用率为 88.76%，周
环比回升 0.71%；华东地区独立焦化企业焦炉产能利用率为 68.96%，周环比回落 3.26%。
本周独立焦化企业产能利用率整体有所回落，主要是山东地区去产持续推进，按照文件
要求停产的焦企年底陆续退出，当地独立焦化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回落，产量受到一定影响。
山西临汾环保督察加严，焦企限产 30%-50%，其他地区生产基本正常，华北焦炉产能利用率
有所回落。本周 100 家独立焦企日均产量 36.6 万吨，周环比回落 0.78 万吨；230 家独立焦
企日均产量 64.13 万吨，周环比回落 1.06 万吨，整体产量小幅下降。
图 1：100 家独立焦企焦炉产能利用率

图 2：230 家独立焦企焦炉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图 3：华北地区独立焦企焦炉产能利用率

图 4：华东地区独立焦企焦炉产能利用率

1 / 12

焦煤、焦炭·周报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上周山西临汾地区限产幅度加大，部分焦企反应当地存在夜间检查的情况，限产幅度多
在 30%－50%，当地焦炭产量出现下降，但是其他地区基本维持正常生产状态。山东地区去产
正在执行中，文件涉及的焦化企业关停基本于年底落实到位，华东地区焦炉产能利用率持续
回来，焦炭供应端整体小幅收紧。

新一轮钢焦博弈开启 焦化利润年内高位
钢联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10 日天津港准一级含税平仓价 2050，较上周上调 50 元/吨；
董家口一级焦含税平仓价 2150，较上周上调 50 元/吨；准一级含税平仓价 2050，较上周上调
50 元/吨；港口场地现汇价格在 1890-1930 左右，较上周上调 30-50 元/吨；唐山地区准一级
焦到厂价 1960，较上周上调 50 元/吨；邢台 地区准一级焦出厂价 1840，较上周上调 50 元/
吨；定州地区准一级焦出厂价 1840，较上周上调 50 元/吨；山西吕梁主流焦企准一级焦出厂
报价 1750，较上周上调 50 元/吨；临汾准一级焦报出厂价 1750，较上周上调 50 元/吨。
截至 1 月 10 日 Mysteel 数据显示，全国平均吨焦盈利 183.49 元，较上周上升 2.2 元；
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177.28 元，较上周上升 2.6 元；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210.83 元，
较上周微增 0.58 元；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 157.67 元，较上周持平；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248.9 元，较上周下降 4.02 元。
图 5：吨焦毛利

图 6：焦炭期现价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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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上周焦化企业开启第 4 轮涨价，山西、山东及河北部分焦化厂提涨 50 元/吨，全国平均
焦化利润回升至 200 元/吨附近，部分焦化企业利润上升至 250 元/吨左右。焦炭现货端目前
仍旧维持稳中偏强的状态，由于近期钢厂采购节奏的家快及供应端小幅收紧的影响，焦化厂
提涨意愿较强，焦化利润持续回升。

港口库存持续回落 贸易心态依旧谨慎
Mysteel 数据公布：截至 1 月 10 日天津港焦炭库存 35 万吨，周环比减少 1 万吨；连云
港焦炭库存 4 万吨，周环比减少 0.5 万吨；日照港 120 万吨，周环比减 6.6 万吨；青岛港 196
万吨，周环比减 8 万吨；港口焦炭总库存 355 吨，周环比减 16.1 万吨。全国 100 家独立焦
企焦炭库存 53.8 万吨，周环比增加 13.55 万吨；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焦炭库存 108.15 万吨，
周环比增加 22.29 万吨；
图 7：100 家独立焦企焦炭库存

图 8：230 家独立焦企焦炭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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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焦炭总库存

图 10：港口焦炭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港口方面，本周报价继续上调，近期现货市场表现稍强，贸易商市场参与度提高，山西
发往港口的运费小幅上涨。尤其是上周受雨雪天气的影响，山西地区的焦炭拉运受阻，焦化
厂库存出现回升，而港口以出货为主，库存加速下降。钢厂方面，本周华东地区钢厂焦炭库
存持续回升，补库积极行较高，但是华北地区部分钢厂补库基本结束，个别已经达到满库状
态，补库节奏有所放缓，焦炭供需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春节

库存或将维持相对稳定状态。

钢厂需求相对稳定 焦化厂利润同钢厂持平
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10 日 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7.58%，较上周下降 0.81%，同比增
2.56%；247 家钢厂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9.41%，较上周下降 0.24%，同比增 2.99%；本周日
均铁水产量 222.05 万吨，周环比降低 0.67 万吨，高于去年同期 8.36 万吨。调研 163 家钢厂
高炉开工率 66.57%,环比降 0.14%；163 家钢厂产能利用率 76.49%，较上周下降 0.11%；剔除
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 83.27%，周环比降低 0.11%，较去年同期增 2.46%，钢厂盈利率 79.75%，
环比持平。
图 11：唐山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

图 12：247 家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剔除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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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截至 1 月 10 日，全国 110 家钢厂样本焦炭库存 496.32 万吨，周环比增加 5.31 万吨，
平均可用天数 16.01 天，周环比增加 0.18 天；其中华北 37 家样本钢厂焦炭库存 134.3 万吨，
周环比减少 2.8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1.9 天，周环比减少 0.25 天；华东地区 32 家样本钢厂
焦炭库存 261.22 万吨，周环比增加 5.01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6.01 天，周环比减少 0.17 天；
焦炭总库存（100 家独立焦企+港口+钢厂）905.12 万吨，周环比增加 2.76 万吨。
图 13：110 家钢厂焦炭库存

图 14：华北地区钢厂焦炭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从当前钢厂的生产情况来看，上周全国钢厂产能利用率小幅回落，但铁水产量保持同期
高位，焦炭的需求相对较好。当前钢厂对焦炭采购依旧较好，焦炭库存由上游向下游转移，
现货市场表现较好。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受采暖季节的影响，钢厂铁水产量大幅上行的空
间不大，近期钢厂利润持续收紧，焦化厂利润与钢厂基本持平，若焦炭供应端维持稳定，钢
厂让利焦炭的难度或将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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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钢厂盈利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图 16：螺纹钢毛利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煤矿保持正常生产 国内供应平稳
11 月份，原煤产量 3.3 亿吨，同比增长 4.5%，增速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1114 万吨，环比增加 66 万吨。1-11 月份，原煤产量 34.1 亿吨，同比增长 4.5%。
2019 年 11 月份国内焦煤产量 4141 万吨，月环比增加 147 万吨，高出去年同期 379 万吨，
同比增 10.07%；10 月份焦煤总供给 4759 万吨，较上月增加 195.33 万吨；总需求 4708 万吨，
较上月增加 203.79 万吨；供需缺口-51 万吨，较上月扩大 8.46 万吨。
图 17：原煤产量及当月同比

图 18：精煤当月产量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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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季度国内煤矿生产基本维持正常，矿难事故并未造成大面积停产，11 月份焦煤产量环
比回升。上周受天气影响，焦煤运输明显受限，部分地区煤矿煤仓库存攀升，本周随着天气
的好转，山西机内蒙地区煤炭外运好转，但是煤矿春节放假将陆续开启，短期国内供应预期
小幅回落。

港口通关逐渐放开 后期进口煤冲击仍在
数据显示，11 月中国进口煤及褐煤 2078.1 万吨，环比减少 490.9 万吨，同比增加 163.1
万吨。1-11 月进口煤及褐煤 29929.6 万吨，同比增幅 10.2%。
焦煤方面，11 月份我国进口焦煤 618 万吨，月环比增长 48.33 万吨，高出去年同期 26.48%。
其中，从蒙古进口炼焦煤 275.6 万吨，环比下降 3.59%，高出去年同期 45.27。1-11 月累计
进口焦煤 3218.36 万吨，累计同比增长 29.22%；11 月份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炼焦煤 256.22
万吨，月环比增加 31.64%，同比增加 4.78%1-11 月累计焦煤 3091.83 万吨，累计同比增长
2.48%。
图 19：澳煤进口

图 20：蒙煤进口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截至 1 月 10 日 Mysteel 统计沿海港口进口焦煤库存：京唐港 300 万吨，周环比减少 24
万吨；青岛港 76 万吨，周环比减少 3 万吨；日照港 63 万吨，周环减少 4 万吨；连云港 96
万吨，周环比增加 5 万吨；湛江港 40 万吨，周环持平，港口总库存 5746 万吨，周环比减少
2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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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焦煤港口总库存

图 22：焦煤京唐港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由于近期国内市场优质焦煤对紧缺，下游对进口端煤的采购有所增加，焦煤港口库存明
显回落，下游焦企冬储补库市场需求转好，蒙煤发山西流向近期有所增加，在目前进口蒙煤
通关量暂无明显恢复的情况下，口岸贸易商出货转好，口岸库存压力逐渐缓解。但是一季度
进口配额逐渐放开，部分港口通关工作逐渐回复，后期进口煤对国内市场对补充较为明显。

焦煤价格继续探涨 短期市场心态乐观
截至 1 月 10 日，甘其毛道主焦煤（A10.5，S0.6，V28，G83 山西产）库提价 1040 元/
吨，较上周持平；京唐港主焦煤（A9，S0.4，V26，G87 澳大利亚产）库提价 1360 元/吨，
较上周上调 50 元/吨；京唐港主焦煤（A8，S0.9，V25，CSR72，G85 山西产）库提价 1590
元/吨，较上周持平；乌海主焦煤（A10.5，S1，V27，G80 产）出厂含税价 1100 元/吨，较
上周持平；吕梁主焦煤（A<10.5，S<1，V20-24，G>75 ）市场价 1450 元/吨，较上周持平。
上周吕梁及临汾部分矿区低硫主焦煤继续小幅提涨，下游焦化厂利润高位状态下对主
力煤种采购依旧较好，焦化厂及钢厂焦煤库存回升明显。本周随着运输限制的缓解，预计下
游年前采购原材料依旧保持积极，焦煤市场依旧强势。
图 23：吕梁主焦煤价格

图 24：京唐港库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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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图 25：长治准一级冶金焦出厂价

图 26：吨焦毛利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下游采购及及 焦化高利润对焦煤支撑较强
截至 1 月 10 日钢联数据显示，100 家独立焦企炼焦煤库存 898.95 万，周环比增加 19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8.47 天，周环比增加 0.77 天；230 家独立焦企炼焦煤总库存 1641.94
万吨，周环比增加 35.66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9.25 天，周环比增加 0.72 天。110 家钢厂
炼焦煤总库存 898.75 万吨，周环比增加 14.15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7.9 天，周环比增加
0.39 天。
本周煤矿库存合计 310.8 万吨，周环比减少 5.6 万吨。其中山西地区煤矿库存为 157
万吨，较上周持平；山东地区煤矿库存为 133 万吨，周环比减少 7 万吨；焦煤各环节总库存
2682.5 万吨，周环比增加 1.62 万吨。
图 27：100 家独立焦企焦煤库存

图 28：110 家钢厂焦煤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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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图 29：焦煤煤矿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图 30：焦煤总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国元期货

上周焦炭现货 4 轮提涨开启，焦化利润明显回升，近期对原料采购积极性较强，山西地
区发往河北唐山的运费单周上涨 5－10 元/吨，短期主焦煤市场表现较好。但是考虑到焦煤市
场只是短期对结构性紧缺，年后国内供应恢复，若大量低价进口煤涌入则会再次对国内煤形
成冲击，中长期将再次回复供应相对宽松的状态。

本周观点
焦炭：
上周华北地区独立焦企产能利用率小幅回落，个别地区有限产加严，但是整体影响不大，
山东去产能力度逐渐走强，尤其是年底去产任务持续，短期造成一定供需错配，供应端对价
格支撑仍在。
库存方面，近期钢厂采购增加，焦化厂出货良好库存低位，焦炭库存由上游向下游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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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活跃度增加，库存小幅加速回落。
利润方面，上周山西、河北部分焦化厂提出 4 轮涨价，钢厂尚未接受。目前焦化利润在
150－200，焦化生产积极性较高，产业链利润重回相对平衡状态，本轮涨价持续时间较长，
但是落实的可能性较大。
成本方面，煤矿出货转好，部分低硫主焦煤持续探涨。考虑到目前进口政策收紧、国内
供应存在收紧预期，短期焦煤现货价格明显企稳，焦炭成本支撑较强。
下游钢厂在政策宽松及利润的影响下生产较好，短期焦炭需求量相对稳定，但是增量有限。
短期的供需错配使得下游拿货较好，但是考虑到目前钢厂库存明显恢复，且产业链利润相对
平衡，故继续让利焦炭的空间不大。
总体看，当前焦炭现货维持稳中偏强的状态，山西主流焦炭运往港口折合期货仓单成本
约 1930－1950，盘面小幅贴水，短期供需面变化不大的状态下，预计盘面仍维持宽幅震荡，
区间内逢低布多为主。

焦煤：
当前焦煤市场维持稳中偏强的状态，部分地区低硫主焦煤累计上涨幅度较大，山西市场
低硫主焦煤稍显紧俏。本周受天气影响，焦煤拉运一定程度受阻，但是下游补库较为积极，
焦化厂及钢厂焦煤库存明显回升。下游采购的转好加上年底进口煤通关限制，近期焦煤港口
库存回落较为明显。目前焦煤需求端对价格的支撑较明显，尤其是焦化厂利润的相高位及年
底采货节奏的加快，使得国内焦煤市场相对坚挺。国内煤矿即将放假停产，加上近口煤库存
的下降，供应端压力有所缓解，但是近日部分海关通关工作正在准备中，后续大量进口煤通
关对市场产生冲击的预期仍旧压制煤价上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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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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