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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焦炭： 

供给方面，2月各主产地因重污染天气而采取不同程度的环保限产

措施，其中山西临汾地区尤为严格，预计 3月在两会期间环保限产政策

仍严格落实，下旬相关政策逐步宽松，所以环保力度是短中期焦炭供给

的重要影响因素；出口方面，由于国外需求逐增，预计 3 月我国焦炭出

口量仍稳步增长；库存方面，2 月初因各地环保督查相对宽松，焦化厂

开工率回升提产，加之钢厂阶段性去库存，焦化厂和港口库存有所累积，

随着库存逐步消化，钢厂节后积极补库，焦化厂库存逐步下降，市场心

态转好，各地焦化厂提涨 100 元/吨，中下旬，随着各主产地环保限产，

供给收缩预期增强促发运和订单，库存逐步移至下游，同时贸易商询价、

采购积极，贸易资源增加促使港口库存有所回升。3月在环保限产落实

下，钢厂和焦化厂生产均受一定影响，但相比之下，焦化厂供给收缩预

期更强，预计库存进一步消耗。需求方面，流动性相对宽松，融资环境

有所缓和的情况下，地产仍有一定韧性，基建方面，1、2月地方债集中

发行，基建相关资金得到一定缓解，且近期发改委发布 2018 年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发展趋势监测报告及 2019 年投资形势展望称，预计基建投

资有望保持中速增长态势。 

焦煤： 

供给方面，1、2 月产量预计同比持平，进入 3月，两会的召开和煤

矿大整治将抑制煤矿复产节奏，焦煤供给紧张料将持续；进口方面，进

口煤收紧，平控力度加大，预计 3 月焦煤进口量有所下降；库存方面，

1 月底到 2 月初，各地区煤矿陆续停产放假，下游焦化厂和钢厂大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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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阶段性补库，焦煤库存处于高位，春节期间和节后钢厂高炉和焦化

厂开工率平稳有升，而矿端，节后由于安全监察，煤矿复产节奏较慢，

两因素叠加，促进焦煤各流程库存快速消耗。在进口煤收紧和煤矿安全

生产落实下，预计 3月焦煤库存进一步下降；需求方面，多地发布重污

染天气预警，并实施环保限产，预计 3月两会期间，限产力度有增无减，

或对焦煤需求有所影响。 

推荐的投资策略： 

焦炭：1905-1909 合约正套。推荐指数：【3颗星】 

风险：短期限产不及预期、各地新增产能提前释放 

焦煤：1905 合约和 1909 合约逢低做多，推荐指数：【3颗星】 

风险：下游环保限产超预期，进口煤平控和安全检查政策大幅松动 

  



年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目录 

第一部分 焦炭短期矛盾在限产，长期看需求 ............................................... 4 

一、下游补库，支撑焦价 ................................................................4 

二、环保限产决定短期供给 ..............................................................5 

三、出口稳步增长 ......................................................................6 

四、下游补库进行时 ....................................................................7 

五、需求依旧稳定 ......................................................................8 

六、3月焦炭行情展望 ..................................................................9 

第二部分 焦煤供给偏紧，价格坚挺 ....................................................... 9 

一、供给偏紧，焦煤价格坚挺 ............................................................9 

二、安全生产、进口煤平控加持下供给偏紧 ...............................................10 

(一)产量恐难有增量 ...................................................................10 

(二)进口煤平控持续 ...................................................................12 

三、节后库存加速消耗 .................................................................13 

四、阶段性环保限产抑制需求 ...........................................................14 

五、3月焦煤行情展望 .................................................................14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年报 

第一部分 焦炭短期矛盾在限产，长期看需求 

一、 下游补库，支撑焦价 

2 月焦炭呈前稳后强的格局，月初西北地区焦化厂开工率因环保检查而有所受限，同时订单转好，

春节期间，焦企累库情况有所缓解，各地焦化厂提涨 100 元/吨。下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

区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焦企开始执行限产，尤其临汾地区限产力度严重、执行时间更长，预计 3 月

环保限产随两会结束而放松，焦炭价格前强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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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天津港准一级-期货主力）  单位：元/吨   图1-4：05-09价差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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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焦化厂吨焦利润                单位：元/吨   图1-6：焦炭05合约盘面利润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环保限产决定短期供给 

2018年全国焦炭产量为 43820万吨，同比增长 0.8%，其中前 9 个月因各地去产能和环保限产

下，产量均同比下降，随着政策阶段性宽松，焦化厂开工率回升后，10-12 月产量大幅增长。2019

年 1 月随着焦炭价格企稳，焦化厂开工率提升，直至 2 月下旬，开工率稳定在相对高位，2 月 20

日，各主产地因重污染天气而采取不同程度的环保限产措施，其中山西临汾地区尤为严格，预计 3

月在两会期间环保限产政策仍严格落实，下旬相关政策逐步宽松，所以环保力度是短中期焦炭供给

的重要影响因素。 

表 1.1： 近期环保限产措施回溯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时间 地区及相关文件 措施

2019年2月20日
山西省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指挥部发布《关
于做好近期工业企业错峰停限产和污染防止管控
的紧急通知》

2月17日0时起，临汾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二级）。
为最大限度扭转临汾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恶化的局面，临汾
市将进一步加强秋冬防期间工业企业差异化错峰停限产和污
染防治管控力度。“通知”明确提出了临汾市重点工业企业停限
产具体要求

2019年2月20日
山东济南、淄博、枣庄、潍坊等地发布重污染天
气橙色预警并启动Ⅱ及应急响应

各市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开展工业企业减排、扬尘污染减
排等一系列措施减少污染排放。

2019年2月22日
焦作市将执行的重污染天气橙色（Ⅱ级）预警上
调至红色（Ⅰ级）预警

具体措施有：工业源减排措施。纳入采暖季错峰生产的行业
企业严格落实采暖季错峰生产的停、限产措施。钢铁、火电
、建材、有色、化工、矿山等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重点用车
企业，优先安排铁路运输，减少公路运输量，原则上不允许
重型载货车进出厂区。扬尘源污染控制措施。各类建设工程
一律停工，对于重大民生工程、重点项目和需连续施工的工
序确实无法停工的，经市政府同意后实施 。

近期环保限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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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我国焦炭月度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图1-8：我国焦炭累计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 出口稳步增长 

2018 年全年我国焦炭累计出口量 986 万吨，同比增 21.88%。我国焦炭主要进口国是印度、日本、

马来西亚和巴西，出口三个国家的焦炭占总出口 26.03%、19.77%、13.31%和 10.41%，合计 69.53%。

其中印度由于钢铁产量逐增，进一步增加焦炭需求，预计 3 月我国焦炭出口量仍稳步增长。 

图1-9：我国焦炭月度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   图1-10：我国焦炭累计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11：焦炭出口均价及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美元/吨  图1-12：我国焦炭主要进口国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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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四、 下游补库进行时 

2月初因各地环保督查相对宽松，焦化厂开工率回升提产，加之钢厂阶段性去库存，焦化厂和港

口库存有所累积，随着库存逐步消化，钢厂节后积极补库，焦化厂库存逐步下降，市场心态转好，各

地焦化厂提涨 100 元/吨，中下旬，随着各主产地环保限产，供给收缩预期增强促发运和订单，库存

逐步移至下游，同时贸易商询价、采购积极，贸易资源增加促使港口库存有所回升。 

根据 Mysteel 的相关数据统计，2 月初至 22 日，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上升 1.43

个 pct 至 76.45%，；日均产量增 0.95 万吨至 68.38 万吨；焦炭库存增 45.45 万吨至 115.98 万吨。

全国 110家钢厂样本焦炭库存降 43.93万吨至 445.90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减 1.51天至 14.27 天。港

口焦炭库存：天津港增 5万吨至 53万吨，连云港 6万吨持平，日照港增 21万吨至 156万吨，青岛董

家口港增 17万吨至 142万吨，总库存增 43万吨至 357万吨。3月在环保限产落实下，钢厂和焦化厂

生产均受一定影响，但相比之下，焦化厂供给收缩预期更强，预计库存进一步消耗。 

图1-13：各流程焦炭合计库存           单位：万吨   图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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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样本钢厂焦炭库存            单位：万吨    图1-16：港口焦炭库存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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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五、 需求依旧稳定 

2018 年全年生铁累计产量 77105.4 万吨，同比增 3%，今年 1、2 月环保限产相对宽松的情况下，

全国钢厂高炉平均开工率逐步回升，从年初的 64.36%提升至 65.75%，预计 3 月份，在多地环保限产

落实下，高炉开工率有所下降。 

地产方面，2018 年 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263.51 亿元，同比增长 9.5%，同时在 2019

年流动性相对宽松，融资环境有所缓和的情况下，地产仍有一定韧性。 

基建方面， 2018 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3.8%，今

年 1、2 月地方债集中发行，基建相关资金得到一定缓解，且近期发改委发布 2018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发展趋势监测报告及 2019 年投资形势展望称，预计 2019 年基建投资有望保持中速增长态势。 

 

图1-17：生铁月度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图1-18：生铁累计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19：房屋新开工和施工面积增速        单位：%   图1-20：基础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增速    单位：% 

  

http://stock.eastmoney.com/hangye/hy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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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六、 3月焦炭行情展望 

观点： 

前期钢厂焦炭库存明显下降，焦化厂、港口焦炭库存有所回升，但随着钢厂进一步补库，预计焦

化厂和港口库存逐步下降，从绝对库存来看，焦化厂焦炭库存仍在相对低位，这使焦化厂有一定底气

提涨；供应端和需求端，节后焦化厂和钢厂高炉开工率均后回升，但近期山西、山东地区发布重污染

天气预警，实施限产措施，同时对钢厂和焦化厂的生产均有一定影响，对焦化企业影响略大，预计 3

月上旬期焦炭现货价格因钢厂阶段性补库和两会期间环保限产而稳中偏强，下旬市场关注转向需求端

后，价格转稳，期货方面，焦炭期货趋势性涨跌领先于现货，期货上涨已兑现部分预期，上方空间较

为有限。 

策略：1905-1909 合约正套。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短期限产不及预期、各地新增产能提前释放 

 

第二部分 焦煤供给偏紧，价格坚挺 

一、 供给偏紧，焦煤价格坚挺 

2 月焦煤价格整体偏强，月初临近春节，各主产地煤矿逐步停产，下游企业焦煤库存充裕，不急

于补库，整体呈去库存状态，节后，除部国有煤矿逐步复产，但民营煤矿复产节奏较慢，尤其山西地

区，多数煤矿进入停产待验收状态，部分甚至延期至 3 月中旬之后复产，短期焦煤供给较为紧张，加

之钢厂和焦化厂利润尚可，多地焦煤价格提涨 30-50 元/吨。预计 3 月焦煤价格在安监和进口煤平控下

依旧偏强。 

图2-1：焦煤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图2-2：焦煤期货价格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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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3:焦煤基差                       单位：元/吨   图2-4：5-9价差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安全生产、进口煤平控加持下供给偏紧 

(一) 产量恐难有增量 

2018年全国原煤产量为 35.46亿吨，同比增长 5.2%，焦煤产量为 4.35 亿吨，同比下降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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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煤炭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

能 0.94 亿吨至 1.44亿吨，但其中对应的焦煤产能较少，全年释放产能有限，在安全生产政策下，1、

2月产量预计同比持平。 

回溯前两个月煤炭行业相关政策，均与安全监察和生产相关，1月 8日，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

发布《采深超千米冲击地压和煤与瓦斯突出煤矿立即停产进行安全论证的通知》，根据公布煤矿列表，

采深超千米冲击地压煤矿合计产能 4780万吨，深超千米煤与瓦斯突出煤矿合计产能 4426万吨，两类

矿井合计产能 8876 万吨，其中涉及炼焦煤产能 7000 多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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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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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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3月，两会的召开

和煤矿大整治将抑制煤矿复产节奏，焦煤供给紧张料将持续。 

表 2.1： 2019 年 1、2 月煤炭重要政策回溯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图2-5:焦煤月度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图2-6：焦煤累计产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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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发布《采深超千米冲击地压和
煤与瓦斯突出煤矿立即停产进行安全论证的通知》

根据要求不能有效治理的，将列入关停名单；即便经论证可治理的煤
矿，要求核减20%产能。
根据公布煤矿列表，采深超千米冲击地压煤矿合计产能4780万吨，深超
千米煤与瓦斯突出煤矿合计产能4426万吨，两类矿井合计产能8876万
吨，其中涉及炼焦煤产能7000多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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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煤平控持续 

2018 年中国煤及褐煤进口量为 2.81 亿吨，同比增长 3.9%，其中焦煤进口量为 6489.93 万吨，同

比降 6.41%， 12 月因进口煤平控，煤及褐煤进口量同比下降 55.01%，其中焦煤进口量为同比下降

4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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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进口量为 737 万吨，同比增 44.11%。2 月初开始进口煤收紧，平控力度加大，预计 3 月

焦煤进口量有所下降。 

图2-7：焦煤进口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图2-8：焦煤进口累计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9：蒙古焦煤进口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图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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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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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蒙古焦煤进口占比               单位：%     图2-12：澳大利亚焦煤进口占比         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 节后库存加速消耗 

1 月底到 2 月初，各地区煤矿陆续停产放假，下游焦化厂和钢厂大多完成了阶段性补库，焦煤库

存处于高位，春节期间和节后钢厂高炉和焦化厂开工率平稳有升，而矿端，节后由于安全监察，煤矿

复产节奏较慢，两因素叠加，促进焦煤各流程库存快速消耗。根据 Mysteel 的相关数据统计，2 月初

至 22 日，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炼焦煤总库存降 317.87 万吨至 1517.91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降

3.78 天至 16.69 天；全国 110 家钢厂样本炼焦煤库存 82.63 万吨降 860.10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降

1.65 天至 17.13天；沿海港口进口焦煤库存方面，京唐港库存降 12万吨至 128万吨，青岛港降 17万

吨至 58 万吨，日照港增 9 万吨至 35 万吨，连云港增 52 万吨至 60 万吨，湛江港降 11 万吨至 21 万

吨，总库存 302增 21。在进口煤收紧和煤矿安全生产落实下，预计 3 月焦煤库存进一步下降。 

图2-13：各流程焦煤合计库存           单位：万吨   图2-14：样本钢厂焦煤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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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样本独立焦化厂焦煤库存      单位：万吨  图2-16：港口焦煤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四、 阶段性环保限产抑制需求 

2 月 20 日，山西省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指挥部发布《关于做好近期工业企业错峰停限产和

污染防止管控的紧急通知》，为最大限度扭转临汾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恶化的局面，临汾市将进一步

加强工业企业差异化错峰停限产和污染防治管控力度，预计影响时间从 2月 16日至 3月 31 日。同时

山东济南、淄博、枣庄、潍坊以及河北邯郸地区地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影响时间较短，但由此可以

看出环保限产依旧持续，尤其逢会时点，力度更大，预计 3月两会期间，限产力度有增无减，或对焦

煤需求有所影响。 

五、 3 月焦煤行情展望 

观点： 

供给端，在进口煤平控和两会期间安全监察严格落实下，煤矿供应依旧偏紧；需求端，1、2 月下

游高炉和焦化厂开工率回升，但多个主产地实施限产，其中涉及钢厂、焦企，3 月中上旬对其生产有

一定影响；库存来看，虽然各流程库存在历史相对高位，但焦化厂、钢厂焦煤库存均大幅下降，后期

环保限产虽然影响一定的焦煤需求，但在供给收缩的情况下，库存仍有下降空间；预计 3 月基本面支

撑下，期现价格仍会保持强势，预计 1905 合约运行区间【1250-1320】,1909 合约运行区间【1300-

1420】。 

策略： 

1905合约和 1909合约逢低做多，推荐指数：【3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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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下游环保限产超预期，进口煤平控和安全检查政策大幅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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