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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焦炭： 

由于 4.3m 焦炉占比 48%左右，短时间全部去化势必导致供需缺口

急剧增大，短期难以缓解，同时政策规定 10年以上 4.3m焦炉逐步去化，

所以后期焦化去产能将是逐步进行，并且伴随减量置换，改善供需结构。

根据各地区去产能和新增产能情况，预计 2019 年焦化产能下降，抑制

产量。进口方面，2018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行，促进焦炭出口，

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期中性，预计焦炭出口增速下降。库存方面，

在焦化产能和开工率难有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后期库存料低位运行。需

求端，基建托底，地产韧性犹在，总体偏稳。综合分析，2019 年焦炭价

格震荡运行，但受制于钢价价格下降预期，预计价格平台下移。 

焦煤： 

产能和产量增长有限，据推算2019年焦煤产能增加0.1亿吨至0.16

亿吨，产量增 800 万吨至 1200 万吨，同比增 1.85%-2.7%，但由于安全

生产等影响，预计产量增速大概率低于 2%。进口方面，2018 年受进口

煤平控政策影响，2018 年前 10 月焦煤累计进口量为 5690.64 万吨，同

比降 1.81%，11、12 月进口煤平控政策下，预计全年进口量为 6890.64

万吨，同比将 0.64%，2019 年预计仍实施平控政策，进口难增。各流程

合计库存在相对高位，但库存结构上，主焦煤资源紧缺。总体来看，焦

煤供给仍然偏紧，但在长协政策平抑下，价格在高位偏稳运行，同时库

存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主焦和其他煤种价格分化。 

推荐的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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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去产能压制供给，低库存缺少缓冲地带，但受制于下游，价

格重心下移，震荡形势下区间内高抛低吸，区间【1600-2400】。推荐指

数：【3颗星】 

焦煤：产能释放不改供需紧平衡，同时期货交割标准对应低硫主焦，

成本支撑尚强，关注 1905 合约和 1909 合约以 1000 和 1100 为底，逢低

做多机会。推荐指数：【4颗星】 

风险：地产、基建投资下滑超预期，进口煤政策大幅松动，焦化去

产能超预期，环保限产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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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焦炭重心将下移，供改促弹性 

一、 行情回顾 

2018年焦炭价格上半年宽幅震荡整理，下半年震荡上行。由于供暖季限产，下游需求受限，焦炭

各流程库存持续在高位，焦炭价格一路下行，直至下游阶段性补库下，于 2月中旬企稳。 

3月焦炭价格先涨后跌。经过前 2个多月的大幅下挫，一度下跌 400 元/吨。焦化企业利润迅速挤

压，同时在下游阶段性补库时期，焦化企业普遍提涨，但中下旬，下游补库完成后，焦炭价格继续承

压，从月底开始下行。 

4月焦炭价格先跌后涨，提涨乏力后的持续下跌导致各地区焦化企业限产保价，焦炭价格与下旬

企稳回升。 

5 月焦炭价格呈上涨态势。由于江苏经信委发布征求意见稿，要求调整江苏焦化行业产业结构，

同时上合峰会前环保限产加码，但下游需求尚好，导致焦炭产量和库存双降，焦炭价格一路上行。 

6月焦炭价格持续上涨。由于江苏开启焦化产能去化，加之环保限产，需求强劲，下游补库，焦

炭价格连续上涨近 200元/吨。 

7月回调态势，经过下游阶段性补库后，焦化厂有一定累库情况，钢厂对焦炭连续提降，焦炭价

格持续下跌 200元/吨。 

8月一改 7月的颓势，焦炭价格持续上涨。由于下游需求超预期，各流程库存迅速消耗，在利好

因素推动下，焦化企业连续提涨，普遍上涨 400-500元/吨。 

经历过连续上涨后，市场有所降温，同时下游库存企稳回升，压制焦炭价格，9月中旬开始回落。 

10月价格企稳回升。由于下游转为冬储，同时地方环保限产对焦化价格产生支撑。 

11月由于下游需求减弱，钢厂连续提降下，焦炭价格转升为降，经过连续下跌近 400元/吨后于

12月企稳。 

期货方面，焦炭期货整体运行在[1750,2680]，低位在 3 月，因库存累计而预期价格弱势，高点

在 8 月，主要因 4、5月地方去产能和环保限产而阶段性供需错而产生的上涨预期，8月后预期兑现，

加之宏观悲观预期而震荡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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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天津港准一级焦价格          单位：元/吨    图1-2： 期货主力合约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3： 焦化厂吨焦利润            单位：元/吨   图1-4： 基差（天津港准一级-期货主力）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环保影响边际减弱，产能去化成重点 

(一) 去产能，调结构 

1、 产能结构 

2017 年底，全国焦化产能大约 6.5 亿吨。区域上，焦化产能与国内粗钢产能基本匹配，华北和

华东是焦炭两大主产区，华北产能占比 40%，华东产能占比 22%。产能结构上，4.3米及以下焦炉产

能占比 48%。按《焦化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规划，产能满足准入标准的比达 70%以上，考虑

后期产能的释放，预计应去产能 1.5亿吨，这也会导致供需结构大幅失调，而平稳优化结构则靠减量

置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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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我国焦炉产能结构情况                 

 
数据来源：河北冶金，中期研究院 

分地区来看，根据《山西省焦化产业布局意见》数据，山西省已建成焦炭产能共 14487万吨。其

中独立焦化产能 12907万吨，钢焦配套产能 1580万吨。已建成炭化室高度 5.5米以上大机焦产能 3717

万吨，占比 26%;炭化室高度 4.3 米普通机焦产能 9516 万吨，占比 66%;热回收焦产能 1254 万吨，占

比 8%。山东地区方面，根据 Mysteel 数据，山东 27 家独立焦化企业中拥有 4.3 米焦炉的企业有 15

家，而拥有 5.5米及以上焦炉的企业为 17家，对应总产能为 2630万吨，占焦化总产能的 69.5%。 

2、 去产能，抑产量 

（1） 焦化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开启焦化供改 

2016年 1月，中焦协印发《焦化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化解焦化过剩产能 5000万

吨，2016 年、2017年分别去产能 1350万吨和 1250 万吨，2018年预计至少退出 1300万吨，按此计算

还有 1000万吨产能需退出。 

表 2.2：焦化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情况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焦化室高度（米） 座数 所处行业水平 产能占比（%）

7.63 17 国际领先

7 58 国际领先

6.25（含捣固） 11 国际领先

6~6.1（含捣固） 189 国内领先

5~5.5（含捣固） 243 国内领先

4.3（含捣固） 902 国内一般 48.1

合计 1420 100

12.3

39.6

我国炼焦炉结构

时间 部门（或单位）及相关文件 政策

2016年1月1日
中焦协印发《焦化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提出，“十三五”时期，焦化行业将淘汰全部落后产能，产能满

足准入标准的比达70%以上。
《规划纲要》提出，优质炼焦煤配比降低4%（保持焦炭质量不降低）；200
万吨及以上规模焦化企业基本实现能源管理中心和信息化管理模式；钢铁企
业干熄焦装置配置率达到90%以上；炉煤气利用率达到98%以上，水循环率达
到98%以上，吨焦耗新水降至1.5吨以下；化解过剩产能5000万吨；焦化准入
企业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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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钢定焦推进产能去化 

2018年 7月 3日，国务院正式宣布《打赢蓝天守卫战三年动作方案》，提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

施“以钢定焦”，力争 2020 年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左右。 

按以钢定焦测算，河北省焦钢产能比为 0.37，未有产能过剩的情况，后期焦化去产能并不急迫。

相比之下，山东和河南省焦钢产能比为 0.67 和 0.69，远高于 0.4，后期需去产能 2432 万吨和 1170

万吨，合计 3602万吨。 

2018 年 7 月 29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提出太原、阳泉、长治、晋城落实国家“以钢定焦”的总体要求，列入去产能计划的钢铁企业需一并

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 

2018 年 8 月 3 日，环境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指出，要加大钢铁、焦化、建材等行业产能淘汰和压减力度，2018年，我省

钢铁产能压减 1000万吨以上，区域内完成 48台共 294万千瓦燃煤机组的淘汰任务。我省将全面启动

炭化室高度在 4.3米及以下、运行寿命超过 10年的焦炉淘汰工作，并按照 2020年底前炼焦产能与钢

铁产能比达到 0.4左右的目标，制定“以钢定焦”方案，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其中明确提出

河北、山西省全面启动炭化室高度在 4.3 米及以下、运行寿命超过 10 年的焦炉淘汰工作；河北、山

东、河南省要按照 2020年底前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左右的目标，制定“以钢定焦”方案，

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 

山西 4市中，太原和晋城钢焦产量比为 0.33 和 0.12，不存在产能过剩情况，长治钢焦产量比为

3.23，需去产能 1456.6 万吨，阳泉地区需去产能 93.5 万吨，山西 4 市合计应去焦化产量 1550.1 万

吨。 

表 2.3：以钢定焦相关政策 

 

 

时间 部门（或单位）及相关文件 政策

2018年7月3日
国务院正式宣布《打赢蓝天守卫战三
年动作方案》

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严格执行质量、环保、能耗、安全
等法规标准。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提高重点区域过剩产能淘汰
标准。重点区域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以钢
定焦”，力争2020年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0.4左右。严防“地条钢”死灰
复燃。2020年，河北省钢铁产能控制在2亿吨以内；列入去产能计划的钢铁
企业，需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牵头，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参与）。首次提出了
“以钢定焦”的目标：重点区域加大独立焦化公司裁汰力度，京津冀及旁边地
区实施“以钢定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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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表 2.4：河北、山东、河南以钢定焦测算 

 

数据来源：各省统计局，Mysteel，中期研究院 

表 2.5：山西 4 市以钢定焦测算 

 

数据来源：各省统计局，Mysteel，中期研究院 

（3） 江苏焦化供改调结构 

2018 年 8 月 7 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全省化工钢铁煤炭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严格控制钢铁行业相关炼焦产能。深入推进“263”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强化

炼焦行业的整治工作，有效降低全省钢铁行业综合能耗水平。2018 年底前，沿江地区和环太湖地区独

立焦化企业全部关停，其他地区独立炼焦企业 2020 年前全部退出。2020 年底前，除沿海地区外钢焦

联合企业实现全部外购焦（5000m3 以上的特大型高炉炼钢企业可保留与之配套的 2 台 7 米以上焦

炉）。徐州市要在 2020 年底前对现有 11 家炼焦企业实施关停、搬迁、改造、提升，整合成 2-3 家综

2018年7月29日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提出太原、阳泉、长治、晋城落实国家“以钢定焦”的总体要求，列入去产能
计划的钢铁企业需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

2018年8月3日
环境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
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

方案指出，要加大钢铁、焦化、建材等行业产能淘汰和压减力度，2018年，
我省钢铁产能压减1000万吨以上，区域内完成48台共294万千瓦燃煤机组的
淘汰任务。我省将全面启动炭化室高度在4.3米及以下、运行寿命超过10年的
焦炉淘汰工作，并按照2020年底前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0.4左右的目
标，制定“以钢定焦”方案，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其中明确提出河北
、山西省全面启动炭化室高度在4.3米及以下、运行寿命超过10年的焦炉淘汰
工作；河北、山东、河南省要按照2020年底前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左右的目标，制定“以钢定焦”方案，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

炼铁产能 生铁 焦炭产能 焦炭产量 以钢定焦 过剩产能 应淘汰产能
河北 24401 17997.27 9151 4813.8 9760.4 -609.4 0
山东 9110 6561.71 6076 3934.1 3644 2432 2432
河南 4000 2702.57 2770 2290.8 1600 1170 1170
合计 37511 27261.55 17997 11038.7 15004.4 2992.6 3602

                                     河北、山东、河南以钢定焦                      单位：万吨

生铁产量 焦炭产量 以钢定焦 过剩产能 应淘汰产能
太原 777.7 258.65 311.08 -65.54 0.00
阳泉 74.8 93.50 93.50
长治 411.5 1329.9 164.6 1456.63 1456.63
晋城 408 50 163.2 -141.50 0.00
合计 1597.2 1713.35 638.88 1343.09 1550.13

                     山西4市以钢定焦情况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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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焦化企业，压减 50%的炼焦产能。 

据 Mysteel 数据，目前整体江苏焦化产能为 2731 万吨，其中 13 家独立焦化产能在 1695 万吨；

钢厂自备焦化产能在 1036 万吨，其中徐州地区焦化产能 1525 万吨。2020 年底前，除沿海地区外钢焦

联合企业实现全部外购焦（5000m3 以上的特大型高炉炼钢企业可保留与之配套的 2 台 7 米以上焦炉）,

就此推算自备焦炉保留 200 万吨外，剩余 836 万吨将于 2020 年之前退出。徐州市要在 2020 年底前对

现有 11 家炼焦企业实施关停、搬迁、改造、提升，整合成 2-3 家综合性焦化企业，压减 50%的炼焦

产能。 推算徐州将退出产能 760 万吨，扣除已去产能 300 万吨后，仍需退出 360 万吨。 

预计江苏省独立焦化中只保留徐州地区的 760 万吨，钢焦联合预计保留 200 万吨的产能，江苏省

总退出产能 1771 万吨，扣除已退出产能 300 万吨，后期需去产能 1471 万吨。 

表 2.6：《关于加快全省化工钢铁煤炭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相关政策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4） 严控产能、减量置换 

2018 年 9 月 1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焦化产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

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实施方案提出三方面目标。一是产能产量目标：严格控制焦化建成产能，

力争全省焦炭年总产量较上年度只减不增。二是环保排放目标：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全省焦化企业

全部达到环保特别排放限值标准，主要污染排放物指标较 2015 年下降 40%以上。三是装备升级目标：

到 2020 年，炭化室高度 5.5 米以上焦炉产能占比达到 50%以上，焦化装备水平明显提升。 

严格实施产能减量置换。2018 年底前完成焦炉淘汰的，其焦化产能按现有 100%置换；2019 年底

前完成淘汰的，按现有 90%置换；2020 年底前完成淘汰的，按现有 80%置换；2020 年后完成淘汰的，

按现有 50%置换。支持焦化企业“上大关小”。2020 年底前，焦化企业利用自有焦炉产能备案建设焦

化项目，允许项目建成后淘汰原有焦炉，如新项目备案后 2 年仍未建成，原有焦炉立即淘汰。对置换

自有焦炉产能实施“上大关小”的新项目，2018 年备案的，按 100%确定置换产能量；2019 年备案的，

时间 部门（或单位）及相关文件 政策

2018年8月7日
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全省
化工钢铁煤炭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严格控制钢铁行业相关炼焦产能。深入推进“263”专项整治行动，
切实强化炼焦行业的整治工作，有效降低全省钢铁行业综合能耗水平。2018
年底前，沿江地区和环太湖地区独立焦化企业全部关停，其他地区独立炼焦
企业2020年前全部退出。2020年底前，除沿海地区外钢焦联合企业实现全部
外购焦（5000m3以上的特大型高炉炼钢企业可保留与之配套的2台7米以上
焦炉）。徐州市要在2020年底前对现有11家炼焦企业实施关停、搬迁、改造
、提升，整合成2-3家综合性焦化企业，压减50%的炼焦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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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90%确定置换产能量；2020 年备案的，按 80%确定置换产能量。 

（5） 产能下降，抑制产量 

2018 年前 9 月月度产量均同比下降，10 月开始产量同比增长， 1-11 月份焦炭累计产量 3.98 亿

吨，同比下降 0.1%。预计全年累计产量 4.33 亿吨，同比增 136 万吨，增幅 0.3%。 

根据以上测算，预计 2019-2020 年山东、河南、江苏和山西 4 市需化解焦化产能 2432 万吨、1170

万吨、1550 万吨、1471 万吨，合计 6623 万吨。2019 年焦化去产能 3311.5 万吨，山西等地新增产能

1300-1500 万吨，若不考虑产能释放超预期政策，预计去产能 1811.5 万吨，产量下降 1380 万吨，同比

降 3%。 

图1-5： 焦炭月度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图1-6： 焦炭累计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环保限产持续，但影响弱化 

1、 环保政策依旧持续 

2018 年 7 月 3 日，国务院正式宣布《打赢蓝天守卫战三年动作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0 年，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15%以上；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 2015

年下降 25%以上；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的省份，要保持和巩固改善成果；尚未完成的，要确保

全面实现“十三五”约束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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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一刀切”，环保边际影响减弱 

2018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研究制定《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制度,实现对不同生态环境守法水平监管对象的差别化管理,对超标企业加大查处力度,对长期稳定达

标排放的合法企业减少监管频次。 

在环保影响边际弱化下，2018 年供暖季各地焦化厂焦炉和钢厂高炉开工率未出现 2017 年同比断

崖式下挫的情况，预计后期环保持续，但影响边际下降的趋势。 

三、 出口增速略降 

2018 年 1-11 月我国焦炭累计出口量 864 万吨，同比增 22.5%，预计全年焦炭累计出口 949 万吨，

同比增 17.3%。我国焦炭主要进口国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出口三个国家的焦炭占总出口 20%、

15%和 10%，合计 45%。2018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行，同时出口价格受国外需求拉动而持续上

涨，促进焦炭出口，后期出口价有望在偏高位运行，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期中性，预计焦炭出口增

速下降。  

 

图1-7：我国焦炭月度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    图1-8：我国焦炭累计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http://www.baidu.com/link?url=XGsFMhHdS7H6ytx1FNMPu4vkW0SxlCybiE0Cq28xGbydIKUzdDcgF4U71ajK8o8Nx8dXWTDV7lvokHzAxss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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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焦炭出口均价及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美元/吨  图1-10：我国焦炭主要进口国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四、 库存低位运行 

2018 年焦炭 4 月前维持在高位，4、5 月江苏等地焦化产能去化，加之环保限产和需求超预期，

库存迅速被消化，直至年底都维持在历史相对低位。在焦化产能和开工率难有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后

期库存料低位运行。 

图1-11：各流程焦炭合计库存          单位：万吨    图1-12：样本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13：样本钢厂焦炭库存            单位：万吨    图1-14：港口焦炭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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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需求韧性犹在 

2018 年 5-11 月生铁产量均同比增长，其中 9、10、11 月增幅为 4.4%、7.3%、9.9%，1-11 月生铁

累计产量 70785 万吨，同比增 2.4%，基建托底，地产韧性犹在情况下，预计 2019 年生铁产量同比增

1%。 

地产方面，2018 年 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10083 亿元，同比增长 9.7%，增速稳定。1-

11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0488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7%，增速比 1-10 月份提高 0.4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557173 万平方米，增长 5.7%。房屋新开工面积 188895 万平方米，增

长 16.8%，增速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38536 万平方米，增长 19.3%。房屋竣工

面积 66856 万平方米，下降 12.3%，降幅收窄 0.2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47178 万平方米，

下降 12.7%。1-11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14860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4%，增速比 1-10 月份回落 0.8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2.1%，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 11.1%，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

5.1%。经济下行压力下，地产调控虽持续，但阶段性释放针对刚需政策预期犹在，地产债发行速度有

所加快，缓和明年房地产企业压力，同时 2018 年购置大量土地，后期为稳定现金流，地产开工建设

增速难有断崖下挫，预计地产韧性犹在。 

基建方面， 从 7 月底国务院提出基建补短板，到 10 月底国办发布《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

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各项工程建设政策落地，基建投资增速一改连续下行趋势，从 10、11 月企稳，

2018 年 1-11 月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3.7%，与前 10

月增速持平，较前 9 月增速提升 0.4 个 pct。 

 

图1-15：生铁月度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图1-16：生铁累计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http://stock.eastmoney.com/hangye/hy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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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房屋新开工和施工面积增速        单位：%   图1-18：基础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增速    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六、 2019年焦炭行情展望 

观点： 

由于环保设备投入，加之政策禁止“一刀切”，后期环保措施压力边际效应较低，但各地去产能

的落实将抑制产量释放。焦炭出口方面，因人民币汇率趋稳而增速下降，印度和日本仍为主要进口国。

需求端，基建托底，地产韧性犹在，生铁产量小幅增长。在产量下降和需求平稳的情况下，库存将维

持在低位。综合分析，2019 年焦炭价格震荡运行，但受制于钢价价格下降预期，价格平台预计下移。 

图1-19：焦价随钢价波动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策略：焦炭：供需均小幅增长，去产能预期犹在，震荡形势下，区间【1600-2400】内高抛低吸。 

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地产、基建投资下滑超预期，焦化去产能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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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焦煤供增、需稳、价平 

一、 行情回顾 

2018 年焦煤价格较为稳定，但总体维持在高位运行。以山西主焦煤为例，年初的价格 1660 元/吨，

年中跌至 1600 元/吨，而后涨至 1640 元/吨。因长协比例增加，大型焦煤企业长协比例在 80%，焦煤

价格波动小，同时因供应持续偏紧，焦煤价格持续在高位运行。焦煤期货整体运行在[1100,1450]，低

位在 4 月供给压力有所增加之时，高点在 10-12 月煤矿产量难释放，此时供需缺口加大，12 月因下游

需求预期减弱加之黑色整体承压而大幅下跌。 

图2-1：国内焦煤价格                  单位：元/吨     图2-2：国内外焦煤价格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3：焦煤主力                     单位：元/吨     图2-4：基差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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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能释放有限，产量略增 

(一) 新增产能情况 

1、 目前建设产能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全国建设煤矿产能共计 10.04 亿吨，主要分布在山西、内蒙和陕西地区，三

地区占比合计 72.53%；新增产能 7.4 亿吨，占建设产能的 73.7%，为建设矿井占比最大类型，主要分

布在内蒙、陕西、山西地区，三地区占比合计约 71.25%。建设类别方面，主要是资源整合、改扩建、

技术改造、新建等四种方式，其中资源整合矿和新建矿井为重要类别，占比合计 81.4%，主要分布在

山西、内蒙、陕西地区。 

表 2.1： 全国建设煤矿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图2-5： 各地区建设煤矿产能情况    单位：万吨       图2-6： 各地区新增煤矿产能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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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合试运转煤矿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全国进入联合试运转的煤矿产能共计 3.38 亿吨，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陕西、

山西等地区，三地区占比合计约 85.38%。其中，新建矿井产能 2.21 亿吨，占全部试运转煤矿的比重

达 65.4%，为联合试运转矿井中占比最大的类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陕西地区；资源整合煤矿产能

0.76 亿吨，占比 22.5%，主要分布在山西地区。技改产和改扩建能为 0.22 亿吨和 0.19 亿吨，分别占

比 6.6%和 5.5%，同时区域分布较为分散。 

 

表 2.2： 全国联合试运转煤矿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联合试运转矿井主要为陕蒙地区的新建矿井，而截至 2017 年年末和 2018 年 6 月末，陕西省合法

在产产能分别为 3.82 亿吨、4.05 亿吨，而对应煤炭产量分别为 5.7 亿吨、2.88 亿吨，从产量和产能的

对比可以看出陕西省至少有 1.9 亿吨手续不全（这里所指的手续不全的产能指的是未竣工验收投产的

所有在产产能，包括处于联合试运转状态的产能、已核准未建成的产能，未批先建产能等）或超产的

在产产能；同样，内蒙古合法在产产能分别为 8.22 亿吨、8.3 亿吨，而对应煤炭产量分别为 8.79 亿吨、

4.43 亿吨，内蒙古地区至少有 0.6 亿吨类似产能。这说明陕蒙两地区合计至少 2.5 亿吨手续不全或超

产的在产产能。由此推测，预计联合试运转中 2.5 亿吨的产能已经在释放产量。剩余约 0.88 亿吨产能

还未释放出产量，同时山西地区资源整合矿偏多，考虑到矿质和成本问题，短期较难全部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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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各地区联合试运转煤矿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图2-7：各地区联合试运转煤矿产能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3、 核准未建成煤矿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已核准未建成的煤矿产能合计 6.66 亿吨。 

按照省份分布来看，未建成的煤矿主要分布在山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新疆、河南等地区，

其中，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地区的在建产能为 2.3 亿吨、1.27 亿吨、0.83 亿吨，合计 4.4 亿吨，

占所有未建成煤矿产能的 66%。 

按照类型分别来看，新建矿井产能 2.08 亿吨、资源整合 3.13 亿吨、改扩建 0.81 亿吨、技术改造

0.64 亿吨，分别占再见矿井比例 31.1%、47%、12.2%、9.6%。 

按照审批机构来看，由国家发改委审核批准的在建产能合计 1.45 亿吨（新建 0.81 亿吨、改扩建

0.64 亿吨），其余矿井均由省级审批机构批准。 

 

 

产能 内蒙 陕西 山西 宁夏 甘肃 云南 辽宁 新疆 山东 贵州 河南 湖北 河北 福建 四川 黑龙江 合计
建设规模（万吨） 14130 9360 5345 3400 300 231 210 195 135 135 105 63 60 48 42 15 33774

占比 41.84% 27.71% 15.83% 10.07% 0.89% 0.68% 0.62% 0.58% 0.40% 0.40% 0.31% 0.19% 0.18% 0.14% 0.12% 0.04% 100.00%
新增产能（万吨） 13392 8319 2503 3260 267 177 174 165 100 111 24 33 0 26 30 9 28590

占比 46.84% 29.10% 8.75% 11.40% 0.93% 0.62% 0.61% 0.58% 0.35% 0.39% 0.08% 0.12% 0.00% 0.09% 0.10% 0.03% 100%

联合试运转产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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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全国核准未建成煤矿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图2-8： 各地核准未建成煤矿产能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4、 未来 1-2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情况估算 

通过对 2018 年上半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全国建设矿井产能情况进行分析，对 2018 年下半年和

2018 年可贡献产量的产能做预测。 

联合试运转煤矿的产能。根据上文分析，前期已经释放产量的产能约 2.5 亿吨，剩余约 0.88 亿吨

产能尚未释放产量。假设剩余这部分产能分 2018 年下半年和 2019 年验收，分别新增可释放产量的产

能 0.44 亿吨。 

已核准的在建矿井产能。2018 年上半年未建成煤矿中新建矿 2.08 亿吨，资源整合 3.13 亿吨、改

扩建 0.81 亿吨、技术改造 0.64 亿吨，分别占再见矿井比例 31.1%、47%、12.2%、9.6%。其中资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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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矿资产质量较差，效益难以保障，所以预计投产的比例很少（10%），合计 0.3 亿吨；改扩建和技

改矿井由于地质和成本问题，后期 2-3 年难全部释放，假设可释放比例为 60%，合计 0.87 亿吨；考虑

以上情况， 未来 2-3 年可释放的产能预计为 3.25 亿吨，据此保守推算 2018 年释放 1.6 亿吨。 

综上，可推算出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约 2.04 亿吨（0.44+1.6）。2019-2020 年去产能任

务 1.1 亿吨，且基本为在产产能，以下分两种情况作分析：一为 2019 年提前完成“十三五”去产能任

务，当年去产能 1.1 亿吨，据此推算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 0.94 亿吨；二为 2019 年去产能

0.6 亿吨，据此推算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 1.44 亿吨。 

(二) 受产能和环保因素影响，产量边际增量有限 

2018 年 1-10 月份焦煤累计产量 3.58 亿吨，同比下降 3.17%。预计全年累计产量 4.32 亿吨，同比

降 1340 万吨，降幅 3.1%，产量同比下降，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供给侧改革下，煤矿产能去化，

限制生产能力；二是安全生产监察，影响产量。后者为 2018 年焦煤供应短缺的主导因素。 

2018 年 10 月 20 日，龙矿集团龙郓煤业发生矿井事故，为防止此事故的再次发生以及煤矿安全

的方面考虑，山东地区 42 处受冲击地压威胁严重的煤矿于 10 月 22-23 日陆续收到停产的通知，并且

进行相关检查，制定相关防范措施，此次事故再次暴露部分煤矿生产安全问题。 

10 月 30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吸取近期事故教训切实做好岁末年初煤矿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指出第四季度历来是煤矿安全生产关键期，也是事故易发期，要严防超能力组织生产，

凡是在《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 号）印发后核增

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生产能力的，一律于 11 月 30 日前恢复至核增前能力。11 月 12 日，国

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再次提出坚决打击突击生

产、私挖盗采、超能力、超强度、超层越界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11 月 9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又下发了《关于严格控制煤矿超能力生产的通知》，要

求所有生产煤矿必须按照公告生产能力组织生产，合理安排年度、月度生产计划。煤矿全年产量不得

超过公告的生产能力，临近年终不得抢产量赶任务，月度计划不得超过公告生产能力的 1/12，月度产

量不得超过月度计划的 110%。无月度计划的，严禁组织生产。 

2019 年焦煤产能略增，但安全生产措施下，产量释放较为有限。根据相关文件，数据梳理后推算

出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约 2.04 亿吨（0.44+1.6）。2019-2020 年去产能任务 1.1 亿吨，且基

本为在产产能，以下分两种情况分析 2019 年净增加产能量：一为 2019 年提前完成“十三五”去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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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当年去产能 1.1 亿吨，据此推算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 0.94 亿吨；二为 2019 年去产能

0.6 亿吨，据此推算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 1.44 亿吨。据此推算 2019 年焦煤产能增加 0.1 亿

吨至 0.16 亿吨，产量增 800 万吨至 1200 万吨，同比增 1.85%-2.7%，但由于安全生产等影响，预计产

量增速大概率低于 2%。 

图2-9：焦煤月度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图2-10：焦煤累计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 平控政策下，进口难增 

2018 年受进口煤平控政策影响，前 10 月焦煤累计进口量为 5690.64 万吨，同比降 1.81%，11、

12 月进口煤平控政策下，预计全年进口量为 6590.64 万吨，同比将 3.82%。进口煤中蒙煤进口占比逐

步增加，2018 年前 10 月进口蒙煤累计量为 2325.24 万吨，同比增 7.04%，占进口焦煤总量比例同比

提升 3.38 个 pct 至 40.86%。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焦煤进口量下降，前 10 月进口澳大利亚焦煤累计量

为 2540.06 万吨，同比降 0.5%，占进口焦煤总量比例同比提升 3.38 个 pct 至 40.86%。2019 年进口煤

方面，预计仍实施平控政策，进口量持平，而进口结构上，蒙煤和澳洲煤仍是进口煤主力。 

首次实行进口煤平控政策于 2017 年 7 月，中国首次禁止沿海二类进口口岸经营煤炭进口业务，

该措施一直延续到 2017 年底。后期由于需求旺季下，缺乏进口煤补充，供需错配导致煤价快速上涨。 

2018 年一季度，放松的进口煤政策，加之沿海电厂补库提前启动，动力煤进口量屡创新高。4 月，

中国重启进口煤限制政策，首度对一类口岸的进口煤进行限制，延长通关时间和禁止二类口岸煤炭进

口业务。为了避免出现去年煤价再次暴涨的局面，这次政策并未“一刀切”，而是对南方终端电厂进行

了额度分配，对终端电厂用户实行一船一议。今年 6 月，进口煤限制政策适度放松，有电厂采购合同

背书的进口煤正常放行。10 月，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全年煤炭进口量不超 2017 年水平，四季度执

行力度加大，11 月中下旬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召集华能、大唐、国电等几大电力及港口企业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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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下午召开煤炭进口和使用情况座谈会，另外，福建、广东也纷纷召集当地相关企业召开进口

煤座谈会，落实进口煤平控政策。 

图2-11：焦煤进口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图2-12：焦煤进口累计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13：蒙古焦煤进口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图2-14：澳大利亚焦煤进口累计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15：蒙古焦煤进口占比               单位：%     图2-16：澳大利亚焦煤进口占比         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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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库存累积致品种分化 

2018 年焦煤各流程合计库存先降后升，其中各流程库存走势存在分化，焦化厂和钢厂库存上半年

库存基本偏稳，下半年尤其 9 月以后，库存快速累积，相比之下，港口库存呈现增后降趋势，这反应

出下游前期补库积极，主要因煤矿因安全监察和进口煤政策影响一定焦煤供应，焦煤价格持续上涨，

导致下游提前补库。总体来看，各流程合计库存在相对高位，但结构上，主焦资源紧缺，所以后期库

存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主焦和其他煤种价格分化。 

图2-17：各流程焦煤合计库存          单位：万吨    图2-18：样本钢厂焦煤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19：样本独立焦化厂焦煤库存      单位：万吨  图2-20：港口焦煤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五、 环保限产影响边际弱化，需求稳定 

今年环保监察和限产贯穿全年，依旧是影响钢厂和焦化厂开工的重要因素。但可以看到，在经济

压力增大，同时大中性钢厂和焦化厂逐步完善环保设施情况下，下半年环保政策禁止“一刀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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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季限产时段，高炉和焦炉开工率依旧维持在相对高位，未出现去年同期大幅下挫的情况，地区高

炉开工率的下降主要为钢厂检修所致，直至 12 月底唐山和徐州部分地区开始执行较为严厉的限产措

施。2019 年，在经济压力预期下，预计环保限产效应边际转弱，同时焦化去产能中伴随着减量置换，

所以整体需求端较为稳定。 

图2-21：样本焦化厂（分产能）开工率      单位：%   图2-22：样本焦化厂（分地区））开工率     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23：全国钢厂高炉开工率情况         单位：%   图2-24：河北钢厂高炉开工率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六、 2019 年焦煤行业展望 

观点： 

煤炭产能将逐步释放，但焦煤产能占比小，产量难大幅增长。进口煤平控政策下，预计 2019 年

焦煤进口量难增，于 2018 年持平。库存虽有所累计，但结构分化，主焦资源依旧偏紧；总体来看，

2019 年焦煤供给仍然偏紧，阶段性政策调控对进口量的影响加剧供需错配情况，但在长协政策平抑

下，价格在高位偏稳运行，同时库存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主焦和其他煤种价格分化。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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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供给依旧偏紧，同时期货交割标准对应低硫主焦，建议逢低做多。推荐指数：【4颗星】 

风险：地产、基建投资大幅下滑，下游环保限产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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