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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价格：现货方面 2 月煤价呈上涨趋势，CCI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从 587

元/吨涨至 609 元/吨，主要原因：一是各主产地煤矿安监力度升级，产地煤矿

不及预期；二是部分港口对澳煤到港限制，延长通关时间；三是随着春节后

企业逐步恢复生产，伴随用电量增加，电厂发电和日耗煤量逐步回升，动力

煤需求有所企稳；期货方面，由于产区复产不及预期和进口煤政策抑制短期

供给，同时需求企稳回升，2 月动力煤期货价格呈震荡偏强走势。 

供给：根据国家能源局披露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全国煤炭产能文件推算，

预计 2019 年动力煤 0.8 亿吨至 1.22 亿吨，考虑到投产的进度，预计前两个月

产量同比增 2.5-3%至 43873~ 44087 万吨。3 月份期间两会召开，预计复产节

奏较慢，而煤矿大整治对煤矿生产将有一定影响，所以供给边际变化仍需关

注复产和安监情况。 

进口方面：2018 年 11 月中国发改委、海关总署等在江苏、福建召开进

口煤会议，探讨进口煤政策后，进口有所收紧，2019 年 1 月在进口煤政策阶

段性放宽后，中下旬再次收紧，部分港口通关时间有所延长。考虑进口煤平

控政策，预计 2、3 月我国煤炭进口量同环比均有所下降。 

需求及库存：2 月上旬，由于春节因素，日耗维持在低位，电厂库存持

续累积，节后随着用电企业开工使需求转暖，电厂日耗快速回升，但此并未

降低库存压力，不同于往年，前期电厂库存充裕，而且分阶段的补库下维持

高库存结构，所以节后即使需求回升，电厂库存并未下降，只是转稳，港口

库存方面，由于部分库存移至电厂而明显下降，相比之下，长江口岸库存和

广州港库存因非电企业仍为全面开工而在高位持续运行，近期煤矿因安全生

产影响下，复产节奏较慢，后期煤矿复工若低于预期，加之进口煤平控，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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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阶段性收紧下，电厂和港口库存料有所下降，但考虑到后期日耗难大幅增

长，预计整体库存下降幅度有限。 

策略：3 月上旬可逢低短多，建议 1905 合约逢 600 做多，目标位 620，

止损 590。3 月下旬可逢高逐步布局空单，建议 1909 合约 595 沽空，目标位

570，止损 610。 

风险：3 月上旬保供政策、3 月下旬复产低于预期和日耗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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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月期现价格偏强运行 

现货：2 月煤价呈上涨趋势，CCI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从 587 元/吨涨至 609 元/吨，主要原因：一

是各主产地煤矿安监力度升级，煤矿复产不及预期；二是部分港口对澳煤到港限制，延长通关时间；

三是随着春节后企业逐步恢复生产，伴随用电量增加，电厂发电和日耗煤量逐步回升，动力煤需求有

所企稳。 

期货：由于产区复产不及预期和进口煤政策抑制短期供给，同时需求企稳回升，2 月动力煤期货

价格呈震荡偏强走势。 

图1-1：动力煤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图1-2：动力煤期货价格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3：动力煤外煤价格                单位：元/吨  图1-4：内外煤价差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淮北矿业调研纪要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图1-5:基差                         单位：元/吨    图1-6：期现价格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供给短期偏紧中期宽松 

(一) 产量预增，3 月关注产地政策落实情况 

2018 年全国原煤产量为 35.46 亿吨，同比增长 5.2%，动力煤产量为 29.60 亿吨，同比增长 2.99%。

根据国家能源局披露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全国煤炭产能文件推算，预计 2019 年动力煤 0.8 亿吨至 1.22

亿吨，考虑到投产的进度，预计前两个月产量同比增 2.5-3%至 43873~ 44087 万吨。 

3 月煤炭供应端需注意的是地方的相关政策，主要是陕西煤矿大整治和陕西榆林地区煤矿复产相

关政策落实情况。1 月 12 日神木市百吉矿业李家沟煤矿发生重大事故，而后榆林能源局和陕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分别于 1 月 15 日和 1 月 22 日发布《关于做好煤矿停产整顿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关于

立即开展煤矿安全大整治工作的通知》，加强煤矿安全监察和整治工作，在此期间，为抑制因相关措

施导致煤价过快上涨，榆林市于 1 月 20 日发布《关于做好春节“两会”期间保障煤炭生产供应的通

知》，要求稳定煤炭生产，一级、二级标准化煤矿原则上不纳入停产范围，煤矿也可按规定申请复产，

为春节、两会期间煤炭生产供应提供保障。春节过后，2 月 15 日，陕西进一步推行煤矿安全大整治，

考虑到达标煤矿的正常化生产，榆林市于 2 月 22 日发布《关于做好煤矿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上

报第一批拟申请复工复产煤矿共计 49 处，其中榆阳区 15 处、横山区 2 处、神木市 15 处、府谷县 17

处，涉及产能 16880 万吨／年。考虑到 3 月份期间两会召开，预计复产节奏较慢，而煤矿大整治对煤

矿生产将有一定影响，所以供给边际变化仍需关注复产和安监情况。 

表 2.1： 2019 年 1、2 月煤炭重要政策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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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图2-1:原煤月度产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图2-2：动力煤月度产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3:原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图2-4：动力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时间 部门（或单位）及相关文件 政策

2019年1月15日
榆林市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煤矿停产整顿工作的紧
急通知》

决定李家沟煤矿周边、生产能力45万吨/年以下、采用炮采工艺或房柱式
采煤方法的煤矿，将从即日起停产整顿。而不符合相关资质以及在国家
应急管理部反馈中予以通报的煤矿也将停产整顿。榆林市能源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上述部分煤矿的复产预计要到正月十五以后。

2019年1月22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立即开展煤矿安全
大整治工作的通知》

一、大整治时间安排：大整治时间安排；二、大整治重点内容：1、集中
整治突出问题，聚焦国家煤矿安监局指出的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问
题和我省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开展集中整
治。2、全面整治重大隐患。在对重点整治清单所列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
同时，举一反三，认真梳理我省煤矿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9类重大隐患和
问题，对全省各类煤矿开展全面排查整治。3、对煤与瓦 斯突出、冲击
地压、高瓦斯、水文地质类型复杂和极复杂、釆深超 千米、单班入井人
数多等6类高风险煤矿全面开展安全“体检”。三、安全大整治工作分为三
个阶段：1、集中整治问题阶段（即日起至4月15日）。2、全面排查整
治阶段（即日起至5月底）。3、巩固整治成果阶段（6月1日至6月底）
。四、涉及重点排查煤矿62座煤矿共涉及1.2亿吨左右。

2019年2月12日
榆林市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煤矿复工复产工作的通
知》

全市各重点产煤县市区上报第一批拟申请复工复产煤矿共计49处，其中
榆阳区15处、横山区２处、神木市15处、府谷县17处，涉及产能16880
万吨／年。经市县两级政府研究，同意常乐堡、薛庙滩等49处煤矿按照
有关要求，开展复工复产工作。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第一批
重大隐患挂牌督办企业共计44处，其中榆阳区9处、横山区4处、神木市
25处、府谷县6处，涉及产能6680万吨／年。

煤炭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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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口平控将持续 

2018 年中国煤及褐煤进口量为 2.81 亿吨，同比增长 3.9%，其中动力煤进口量为 1.22 亿吨，同比

增长 2.63%，其中 12 月因进口煤平控，煤及褐煤进口量同比下降 55.01%，其中动力煤进口量同比下

降 56.02%。2019 年 1 月随着进口煤政策有所放宽，中国煤及褐煤进口量增至 3350.3 万吨，同比增长

19.5%，估算动力煤进口量大约为 1650 万吨，同比增长 32%， 

2018 年 11 月中国发改委、海关总署等在江苏、福建召开进口煤会议，探讨进口煤政策后，进口

有所收紧，2019 年 1 月在进口煤政策阶段性放宽后，中下旬再次收紧，部分港口通关时间有所延长。

考虑进口煤平控政策，预计 2、3 月我国煤炭进口量同环比均有所下降。 

图2-5:煤累计进口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图2-6：煤月度进口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 需求转暖，但库存高位运行 

(一) 电厂日耗回升，但库存维持高位 

2 月上旬，由于春节因素，日耗维持在低位，电厂库存持续累积，节后随着用电企业开工使需求

转暖，电厂日耗快速回升，但此并未降低库存压力，不同于往年，前期电厂库存充裕，而且分阶段的

补库下维持高库存结构，所以节后即使需求回升，电厂库存并未下降，只是转稳，港口库存方面，由

于部分库存移至电厂而明显下降，相比之下，长江口岸库存和广州港库存因非电企业仍为全面开工而

在高位持续运行，近期煤矿因安全生产影响下，复产节奏较慢，后期煤矿复工若低于预期，加之进口

煤平控，供给阶段性收紧下，电厂和港口库存料有所下降，但考虑到后期日耗难大幅增长，预计整体

库存下降幅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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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 月 25 日较月初，电厂方面，库存增 133.84 万吨至 1707.34 万吨，六大电厂日耗从 44.26 万

吨增至 61.56 万吨，库存可用天数从 35.55 天降至 27.95 天。港口方面，环渤海库存环比降 0.8 万吨至

1684.6 万吨。 

图3-1:六大电厂日耗                 单位：万吨/日  图3-2：电厂库存可用天数                 单位：天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3-3: 电厂库存                       单位：万吨  图3-4：环渤海港口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3-5: 长江口库存                     单位：万吨  图3-6：广州港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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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材行业耗煤需求季节性走强 

2 月中上旬，非电耗煤企业开工率因春节因素而迅速下降，对应煤炭需求下降，中下旬随着节日

过后，企业逐步复产，开工率企稳，预计 3 月非电企业整体开工率迅速上升，同时地产刚需仍在及基

建逐步转暖，建材等耗煤行业煤炭需求回升。 

图3-7:短期水泥产量预计回升               单位：万吨    图3-8：建材企业开工率企稳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四、 2018年供需平衡表 

表 4.1：动力煤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五、 月度观点及策略 

观点：2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中上旬需求转弱，电厂日耗下降，导致电厂和港口库存迅速累

积，节后随后需求逐步回暖，电厂日耗回升，但库存仍在高位运行。供给端方面，此前榆林市发布

煤矿复产文件增强复产预期，但蒙古矿难发生和两会的临近，实际复产节奏预计有所放缓；3月，

陕西煤矿大整治和榆林市复产政策交错，同时两会期间，预计煤矿复产节奏较慢，在一定程度上对

煤价有所支撑，使得煤价在中上旬强势运行，但日耗逐步转稳和高库存的情况下，下旬煤价将大概

动力煤 2018-01 2018-02 2018-03 2018-04 2018-05 2018-06 2018-07 2018-08 2018-09 2018-10 2018-11 2018-12 2019-01E 2019-02E
产量（万吨） 23110 19693 24041 24160 25011 24449 23169 25050 26557 25513 26699 28524 24000 20000
进口量（万吨） 1250 992 1329 974 832 1068 1240 1276 1016 961 821 435 1650 1000
总供给（万吨） 24365 20700 25369 25133 25843 25537 24413 26326 27573 26474 27520 28959 25650 21000
出口量（万吨） 13 36 16 38 51 25 37 42 9 41 49 28 30 30
总需求量（万吨） 30899 21415 26222 25005 25822 25508 27653 28485 25844 26679 28042 30554 30000 22000
供需缺口（万吨） 6534 715 853 -128 -21 -29 3240 2159 -1729 205 522 1595 4380 1030

动力煤供需平衡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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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转弱。 

策略： 3月上旬可逢低短多，建议 1905合约 600做多，目标位 620，止损 590。3月下旬可逢

高逐步布局空单，建议 1909合约 595沽空，目标位 570，止损 610。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3月上旬保供政策、3月下旬复产低于预期和日耗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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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

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

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北京 深圳 香港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4号中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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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