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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期现货：焦煤方面，11 月山西地区主焦现货价格累计涨 30-50 元/吨，但

受下游下行压力影响而趋稳。相比之下，期货价格因进口煤政策短期上攻后，

受下游减产和宏观悲观预期影响，被黑色弱势节奏带动下跌，基差扩大趋势

未变。同时期现货盘面利润受挤压。焦炭方面，11 月上旬，钢材价格持续下

跌，但对焦炭价格压价意愿较低，下旬以后，钢材价格加速下行迅速挤压钢

厂利润，同时压力向上传导，山西、山东、河北、内蒙地区钢厂连续三次提

降，焦炭价格短时间内下跌 300 元/吨。焦炭期货上旬震荡，下旬因悲观预期

加之现货连降而加速下跌，基差呈扩大趋势。 

供给端：焦煤方面，根据中国煤炭资源网数据显示， 1-9 月份炼焦煤累

积产量 32224 万吨，同比下降 3.66%。预计 10、11、12 月产量为 3662 万吨、

3714 万吨、3788 万吨，同比 3.3%、-1.5%、-0.1%，全年累计产量 43390 万

吨，同比下降 2.6%；焦炭方面，2018 年 1-10 月全国焦炭产量为 35951.4 万

吨，同比下降 1%，今年环保政策杜绝“一刀切”的情况下，预计 11、12 月

产量稳增为 3680 万吨、3700 万吨，同比增 6.8%、5.4%；预计全年累计产

量 43332.6 万吨，同比增 0.4%。 

需求端：政策方面，今年供暖季限产政策禁止“一刀切”，从高炉开工

率也可以反映出限产情况不及去年，不过后期仍要持续关注高炉开工率和铁

水产量情况。11 月钢材价格快速下行，炉料价格调整缓解利润收缩压力，但

成本下陷又对钢材价格产生压力，预计钢厂通过检修限产保价，原料采购节

奏有所放缓，但在今年限产政策下，大幅减产的预期较弱，需求尚可。 

观点：焦炭方面，焦化厂开工率维持在 75%水平，供暖季限产禁止“一

刀切”情况下，焦企和钢企限产强度均减弱，变数来自利润下行带来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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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焦化厂库存增加，钢厂库存稳定，港口库存有所增加，各流程总库存

仍处低位，需求端因钢价下行有转弱预期，钢厂的对炉料压价意愿提升，近

期山西、山东、内蒙、河北焦炭价格下跌 300 元/吨，酝酿第四轮提降，焦炭

现货价格短期承压，但低库存和钢厂高炉稳定开动的情况下下方空间有限，

12 月焦炭价格将震荡运行；焦煤方面，焦煤因产能瓶颈和安全生产，后期产

量难有增长，前期焦化企业、钢厂库存和港口库存有所增长，其中焦化厂和

钢厂的库存在历史相对高位，价格因下游连续降价而难以上涨，黑色弱势下

焦煤难独善其身，短期现货价格暂稳，焦化厂和钢厂有减产预期情况下，有

补跌压力，预计 12 月焦煤价格前弱后稳或偏强。 

策略：焦煤方面，短期承压，中期偏乐观，05、09 合约逢低做多。焦炭

方面，期价深度回调后，悲观情绪释放，远月合约低估，05 合约逢低做多。 

风险：下游限产力度剧增、房地产市场超预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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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 月煤焦现货价格分化，期价同弱 

（一） 焦煤现货坚挺，但期价独木难支 

11 月上旬，钢材价格持续下跌，但对焦炭价格压价意愿较低，下旬以后，钢材价格加速下行迅

速挤压钢厂利润，同时压力向上传导，山西、山东、河北、内蒙地区钢厂连续三次提降，焦炭价格

短时间内下跌 300 元/吨。焦炭期货上旬震荡，下旬因悲观预期加之现货连降而加速下跌，基差呈扩

大趋势。 

（二） 焦炭期现同跌，基差扩大 

11 月山西地区主焦现货价格累计涨 30-50 元/吨，但受下游下行压力影响而趋稳。相比之下，期

货价格因进口煤政策短期上攻后，受下游减产和宏观悲观预期影响，被黑色弱势节奏带动下跌，基

差扩大趋势未变。同时期现货盘面利润受挤压。 

图1-1：焦煤现货价格        元/吨                  图1-2：焦煤期货价格       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3：焦炭现货价格        元/吨                 图1-4：焦炭期货价格        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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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焦煤基差             元/吨               图1-6：焦炭基差          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7:焦化厂吨焦利润          元/吨             图1-8：焦炭01合约盘面利润    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煤焦供给方面 

(一) 产量均同比下降 

1、 焦煤产量逐月下行 

根据中国煤炭资源网数据显示，2018 年 9 月份炼焦精煤产量 3694 万吨，环比上升 3.21%，同

比下降 2.53%；1-9 月份炼焦煤累积产量 32224 万吨，同比下降 3.66%。今年焦煤产量逐月下降主要

原因：一是在 16、17 年供给侧改革政策下，煤炭产能收缩；二是今年山西等地区限超和监察影响煤

矿生产。此外 “公转铁”趋势下，运输有所迟滞，使得短期错配。由于产能难有释放，焦煤产量稳

定，预计 10、11、12 月产量为 3662 万吨、3714 万吨、3788 万吨，同比 3.3%、-1.5%、-0.1%，全

年累计产量 43390 万吨，同比下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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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原煤月度产量及同比                        图2-2：炼焦煤月度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3:原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图2-4：炼焦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2、 焦炭 

2018 年 3-4 月受供暖季限产余温影响，全国焦炭产量随环比增长，但同比下降；2018 年 5-7 月

由于峰会和环保限产因素，全国焦炭产量同环比下降；5、6、7 月全国焦炭产量为 3648 万吨、3613

万吨、3551 万吨同比下降 1.6%、4.7%、4.3%。2018 年 9-10 月全国焦炭产量有小幅度增长，2018

年 10 月全国焦炭产量为 3660.8 万吨，同比增长 4.5%，主要因去年限产下 10 月产量低基数所致。

2018 年 1-10 月全国焦炭产量为 35951.4 万吨，同比下降 1%，今年环保政策杜绝“一刀切”的情况

下，预计 11、12 月产量稳增为 3680 万吨、3700 万吨，同比增 6.8%、5.4%；预计全年累计产量 43332.6

万吨，同比增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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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焦炭月度产量及同比                        图2-6：焦炭累计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7:各地区独立焦化厂开工率                       图2-8：分产能焦化厂开工率下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进口额度偏紧 

炼焦煤上半年进口量同比下降，主要因蒙煤通关问题。下半年通关恢复后，进口量上升， 10

月份，进口炼焦煤 608 万吨，同比增长 15.7%，环比减少 53 万吨，下降 8.02%，1-10 月累计进口炼

焦煤 5691 万吨，同比下降 1.6%。。11、12 月因进口煤政策收紧，预计进口量有限。 

图2-9:炼焦煤月度进口情况     万吨              图2-10：炼焦煤累计进口情况     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J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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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库存情况 

1、 焦煤—焦化厂、钢厂库存累计 

截至 11 月 24 日，统计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炼焦煤总库存 1555.83 万吨，较月初增 69.3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7.46 天，较月初增 1.06 天。统计全国 110 家钢厂样本：炼焦煤库存 900.41，

较月初增 71.08，平均可用天数 17.93 天，增 0.48 天。港口焦煤库存：京唐港、青岛港、日照港、连

云港、湛江港库存 125 万吨、98 万吨、19.5 万吨、20 万吨、45 万吨，较月初-27.16 万吨、+27 万吨、

+5.5 万吨、-5 万吨、-5 万吨，307.5 万吨，较月初降 4.66 万吨。下游企业补库，11 月焦化厂和钢厂

库存累计，港口库存向下游传导，预计后期在钢价和焦价承压下，下游采购意愿下降，港口库存将

有所企稳。 

图3-1:各流程炼焦煤合计库存    万吨         图3-2：焦化厂库炼焦煤库存持续累积      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3-3: 钢厂炼焦煤库存高位运行          万吨         图3-4：港口炼焦煤库存预企稳     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2、 焦炭—整体库存偏低 

截至 11 月 24 日，Mysteel 统计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 74.55%，较月初下降 1.3 %；

日均产量 67 万吨，较月初减 1.17 万吨；样本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 54.91 万吨，增 6.58 万吨。My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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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全国 110 家钢厂样本：焦炭库存 427.74 万吨，较月初减 0.56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3.76 天，较

月初减 0.13 天。Mysteel 港口焦炭库存：天津港、连云港、日照港、青岛港库存 52 万吨、8.5 万吨、

98 万吨、99 万吨，较月初-1 万吨、1.5 万吨、6.4 万吨、4 万吨，总库存 257.5 万吨较月初增 11 万

吨。11 月钢厂因利润挤压而补库有所转淡，港口和焦企库存小幅累积。 

 

图3-5:焦炭合计库存低位运行    万吨       图3-6：钢厂焦炭库存低，但采购意愿转淡    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3-7: 焦化厂焦炭库存仍在低位    万吨             图3-8：港口焦炭库存低位运行      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四、 煤焦需求 

1、 下游未有限产保价，刚需犹在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18 年 5-10 月全国生铁产量整体波动幅度较小，2018 年 10 月

全国生铁产量有小幅度增长，10 月生铁日均产量为 218.52 万吨；2018 年 10 月全国生铁产量为 6773.6

万吨，同比增长 7.3%。2018 年 1-10 月全国生铁产量为 64634 万吨，同比增长 1.7%。 

政策方面，今年供暖季限产政策禁止“一刀切”，从高炉开工率也可以反映出限产情况不及去

年，不过后期仍要持续关注高炉开工率和铁水产量情况。 

11 月钢材价格快速下行，炉料价格调整缓解利润收缩压力，但成本下陷又对钢材价格产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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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钢厂通过检修限产保价，原料采购节奏有所放缓，但在今年限产政策下，大幅减产的预期较弱，，

需求刚性犹在。 

2、 下游开工正常，焦煤价格平稳 

前期下游提前补库，焦化厂和钢厂库存逐步累积，港口库存下降。由于供暖季限产禁止“一刀

切”，焦炉和高炉开工率未明显下行，同时市场中低硫主焦紧缺，支撑煤价。后期需持续关注下游

开工情况和进口煤政策，此两点为重要影响因素。 

图4-1:生铁日均产量        万吨/天             图4-2：全国高炉开工率平稳          %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4-3:河北高炉开工不降反升     %             图4-4：唐山高炉开工率平稳          %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五、 月报观点及策略 

观点： 

焦炭：焦化厂开工率维持在 75%水平，供暖季限产禁止“一刀切”情况下，焦企和钢企限产强

度均减弱，变数来自利润下行带来的主动减产；焦炭库存方面，焦化厂库存增加，钢厂库存稳定，

港口库存有所增加，各流程总库存仍处低位；需求端，因钢价下行，钢厂的对炉料压价意愿提升，

近期山西、山东、内蒙、河北焦炭价格下跌 300 元/吨，酝酿第四轮提降，焦炭现货价格短期承压，

但低库存和钢厂高炉稳定开动的情况下下方空间有限，12月焦炭价格将震荡运行。 

焦煤：供给方面，焦煤因产能瓶颈和安全生产，后期产量难有增长；库存方面，前期焦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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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库存和港口库存有所增长，其中焦化厂和钢厂的库存在历史相对高位；价格因下游连续降价而

难以上涨。综合来看，黑色弱势下焦煤难独善其身，短期现货价格暂稳，焦化厂和钢厂有减产预期

情况下，有补跌压力，预计 12月焦煤价格前弱后稳或偏强。 

策略：焦煤方面，短期承压，中期偏乐观，05、09 合约逢低做多。焦炭方面，期价深度回调后，

悲观情绪释放，远月合约低估，05 合约逢低做多。 

风险：下游限产力度剧增、房地产市场超预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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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大厦 A座 6层(邮编:100020)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号荣超

商务中心 A座 15层(邮编:518031)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 3号亿利商业

大厦 23层 B室 

电话: 010-65807827 0755—23818333 00852-25739399 

客服: 95162 400-8888-160   

网址: www.cifco.net http://www.cifco.net   

 

 

 
 北京  上海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4号中国中期大厦 A座 6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 300号期货大厦 2701 

电话： 010-65807827    021-68401905 

网址： www.cifco.net www.cifco.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