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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焦炭： 

供给方面，前期环保限产加码，但总体来看，对钢厂高炉开工影响

较大，相比之下，焦化厂开工率维持在相对高位，焦炭供给宽松，库存

方面，钢厂前期阶段性补库到位，同时港口高库存使得贸易商采购积极

性大幅下降，导致焦化厂库存难以有效向下游转移，各流程的焦炭库存

持续走高，短中期对焦炭价格产生承压，在两次提降后焦化单吨利润已

至盈亏平衡点，后期若再降价将出现亏损，倒逼焦化厂主动减产保价，

预计 4 月上旬焦炭价格仍有承压，随着环保限产影响边际下降，下游开

工率有所改善而消化部分库存后，焦炭价格有望企稳反弹。 

焦煤： 

供给方面，1、2月由于煤矿安监等力度加强，煤矿生产受一定影响，

导致前两个月原煤产量同比降 1.5%，3 月中旬煤矿陆续复产，产量同比

降幅将收窄，预计 4 月煤矿复产下，焦煤产量同比持平；进口方面， 1

月平控放松下，焦煤进口量同比增 44.08%，2月进口平控政策趋严，进

口煤同比降 5.02%，3 月进口煤料继续下降，预计 4 月进口煤平控政策

将持续，煤炭进口量同比下降；库存方面，焦化厂和钢厂焦煤库存持续

消耗、降幅明显，相比之下，港口库存有所累积，其中高硫品种累积较

多，预计 4 月份库存仍有一定下降空间；需求方面，环保限产对钢厂高

炉开工影响较大，相比之下，焦化厂生产未受影响，焦炉开工率仍稳定

在高位，预计 4月份即使环保限产持续，需求端也难有大幅收缩。 

推荐的投资策略： 

焦炭：1905-1909 合约正套。推荐指数：【3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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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需求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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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煤平控政策大幅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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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焦炭：短期库存压力犹在，中期偏乐观 

一、 提涨落空，连续下调 

3 月焦炭呈先涨后跌的格局，月初钢厂出补库阶段，同时在价格上涨预期下，贸易商采购积极性

较稳，导致钢厂和港口库存同时累积，但是自月中，随着环保限产加码，钢厂高炉开工下降，焦炭需

求有所影响，加之各流程库存上升，焦化厂提涨落空，随之钢厂连续两次提降，各主产地和港口焦炭

价格累计降 150-200 元/吨，预计大概率兑现第三次提降。在高库存下，若限产持续影响钢厂开工，则

4 月焦炭价格难有大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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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宽松 

1-2 月全国焦炭产量累计为 7389 万吨，同比增长 7.6%，较去年 12 月产量增速提升 2.7 个 pct，主

要因去年同期焦化厂开工受环保限产影响更大导致低基数效应，今年 2 月山西、山东、河南地区均发

布错峰生产和天气预警及应急响应并实施环保限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对焦化厂生产影响较为有限，

3 月 12 日临汾市印发《临汾市 2019 年钢铁、焦化行业深度减排实施方案》通知，对钢铁和焦化企业

排放标准、改造完成时限、监管措施等做详细的规定，后期的实施效果需持续性关注，在去年禁止“一

刀切”后，若无重大隐患和环境污染，难有大范围关停的政策，环保监察和设施改造将成为较为长周

期的工作。预计 4 月焦化厂开工率仍在相对高位，而阶段性的减产动力来自连续降价后的亏损。 

表 1.1： 2019 年环保政策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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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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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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焦化厂开工率（分产能）         单位：%    图1-10：焦化厂开工率（分地区）            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 出口稳步增长 

今年 1-2 月我国焦炭出口量 140 万吨，同比增 5.3%，主要因素为去年低基数和国外需求逐增，我

国焦炭主要进口国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和巴西，而且在近几年，印度的占比逐步上升至 38.09%，

其他三个国家的进口焦炭占比有所波动，日本、巴西从去年年底的 19.77%、10.41%降为 5.26%、9.12%，

2019年3月12日
临汾市印发《临汾市2019年钢铁、焦化行业深度
减排实施方案》的通知

1、2019年6月底前，完成推焦、出焦其他工序的超低排放改
造；2019年10月底前，完成焦炉烟囱的超低排放改造。
验收标准：焦炉烟囱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分别在基准含氧量8%的条件下不高于10mg/m³、30mg/m³、
130mg/m³；焦炉装煤、推焦等工序颗粒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
于10mg/m³的标准。
2、2019年10月底前，全市焦化企业全面完成无组织排放治理
和监测、无组织排放管、控、治一体化智能平台建设。
验收标准：改造后，焦化企业主要无组织排放源周边1米处，
颗粒物浓度小于5mg/m³；经收集处理后的颗粒物有组织排放
浓度小于10mg/m³。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7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马来西亚从 13.31%增至 19.74%，我国出口四个国家的焦炭占总出口量比例合计为 72.21%。预计 3、

4 月我国焦炭出口量同比仍稳步增长。 

图1-11：我国焦炭月度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   图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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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焦炭出口均价及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美元/吨  图1-14：我国焦炭主要进口国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四、 库存压力犹在 

3月钢厂在前期补库下库存逐步累积，同时受环保限产影响，库存消化减缓，补库意愿有所下降，

于此同时港口库存因 2月贸易商的积极采购而高企，导致贸易商采购积极性减弱，焦化厂库存在月初

仍有下降，但下游需求变缓和采购意愿下降，同时焦化厂开工率持续维持在高位使得供给宽松，导致

焦化厂库存逐步累积，4月若焦化厂仍维持高开工率，则库存压力难消。 

根据 Mysteel 的相关数据统计，3 月初至 22 日，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降 1.04 个

pct 至 75.84%，；日均产量降 0.93 万吨至 67.83 万吨；焦炭库存增 34.53 万吨至 144.2 万吨。全国

110家钢厂样本焦炭库存增 13.88万吨至 468.11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减 1.05天至 15.68天。港口焦

炭库存：天津港降 7万吨至 48万吨，连云港 6万吨持平，日照港降 13 万吨至 138万吨，青岛董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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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增 20 万吨至 180 万吨，总库存 372 万吨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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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各流程焦炭合计库存           单位：万吨   图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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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样本钢厂焦炭库存            单位：万吨     图1-18：港口焦炭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五、 需求弹性看环保力度 

今年 1-2 月生铁累计产量为 12659 万吨，同比增 9.8%，其中 1 月、2 月生铁产量为 6651 万吨和

6008 万吨，均同比增 9.8%。3 月环保限产加码，全国高炉开平均开工率降 2.35 个 pct 至 63.4%，唐山

高炉平均开工率降 4.76 个 pct 至 53.02,%，预计 3、4 月因环保限产影响，生铁产量环比下降，但同比

持平。 

地产方面，1-2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90 亿元，同比增长 11.6%，较 2018 全年增速上升 2.1

个百分点，但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累计下降 3.6%，较 2018 全年增速下降 4.9 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

面积累计同比增长 6.0%，较 2018 全年增速下降 11.2 个百分点，后期房地产投资将有一定压力，但韧

http://stock.eastmoney.com/hangye/hy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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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犹在。 

基建方面，1-2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 44849 亿元，增速 6.1%，较 2018 年年增速提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增加 4.3%，较 2018 年年增速上升 0.5 个百

分点，在基建补短板和相应财政支持下，基建逐步回升，担当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因素。 

图1-19：生铁月度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图1-20：生铁累计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21：房屋新开工和施工面积增速        单位：%   图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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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焦炭行情展望 

观点： 

供给端，3 月虽然环保限产加码，但总体来看，对钢厂高炉开工影响较大，相比之下，焦化厂开

工率维持在相对高位，导致供给相对宽松，港口方面，钢厂前期阶段性补库到位，同时港口高库存使

得贸易商采购积极性大幅下降，导致焦化厂库存难以有效向下游转移，各流程的焦炭库存持续走高，

短中期对焦炭价格产生承压，在两次提降后焦化单吨利润已至盈亏平衡点，后期若再降价将出现亏损，

倒逼焦化厂主动减产保价，预计 4月上旬焦炭价格仍有承压，随着环保限产影响边际下降，下游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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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所改善而消化部分库存后，焦炭价格有望企稳反弹。 

策略：1905-1909 合约正套。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需求大幅下降 

第二部分 焦煤：受下游影响，先跌后涨 

一、 价格稳定运行 

3 月焦煤价格稳中偏强，月初在大批煤矿未复产的情况下，焦煤供给有限，尤其主焦煤更为紧缺，

导致主产地部分地区上涨 20-30 元/吨，月中两会结束，煤矿复产陆续进行，供应紧缺的情况有所缓解，

月底在焦炭价格连续下跌拖累下，部分地区焦煤价格下调 2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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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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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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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煤矿复产，进口难增 

(一) 煤矿复产，产量有望增加 

1、2月由于煤矿事故频出，随之煤矿安监等力度加强，煤矿复产节奏缓慢，导致前两个月原煤产

量同比下降，1-2 月份全国原煤产量 5.14 亿吨，同比下降 1.5%，其中受安监影响较大的陕西省前两

个月原煤产量 5379万吨，同比降 32.34%，如果抛出陕西省大幅减产的影响，全国原煤产量同比增加

5.28%，3 月中旬，山西凯嘉集团义棠煤业煤矿，在维护作业时因“瞎炮”引发一起爆破事故，事故造成

3 人受伤，3 月 17 日下午，山西省晋中市召开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刻汲取

山西凯嘉能源集团义棠煤业有限公司“3·14”较大伤亡事故和阳泉平定古州东升阳胜煤业有限公司

“3·15”火灾事故教训，进一步采取综合性防范措施，切实做好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遏制

和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总体上看，煤矿安监保持下，此次事故影响对地方安监力度的增

强效应边际降低，3、4月随着复产陆续恢复，产量将环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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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进口难增 

1-2 月进口煤及褐煤合计为 5114 万吨，同比增加 3.7%，其中 1 月份进口量为 3350 万吨，同比增

20.46%，而由于进口煤平控加强，2 月份煤炭进口量同比降 15.63%至 1764 万吨。1-2 月焦煤进口量为

1028 万吨，同比增 25.7%，其中 1 月份焦煤进口量为 737 万吨，同比增 44.11%，2 月份焦煤进口量为

291 万吨，同比降 5.02%，预计 3、4 月在进口煤平控持续落实下，焦煤进口量同比难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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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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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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降幅将收窄 

3 月份，焦化厂和钢厂焦煤库存持续消耗、降幅明显，相比之下，港口库存有所增加，其中高硫

品种累积较多。根据 Mysteel 的相关数据统计，3 月初至 22日，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炼焦煤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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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降 44.87 吨至 1458.48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降 0.27 天至 16.17 天；全国 110 家钢厂样本炼焦煤库

存将 8.28万吨至 853.59万吨，平均可用天数增 1.73天至 17天；沿海港口进口焦煤库存方面，京唐

港库存增 60万吨至 200万吨，青岛港降 22万吨至 23万吨，日照港降 2万吨至 28万吨，连云港降 6

万吨至 47 万吨，湛江港降 1 万吨至 20 万吨，总库存增 31 万吨至 318 万吨。预计 4 月份各流程库存

仍有一定下降空间，但降幅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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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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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限产对需求影响仍在 

1 月下旬唐山市发布《唐山市重点行业 2019 年第二至三季度错峰生产实施方案》，其中规定钢铁

企业和焦化企业在二、三季度的环保限产措施，3 月 12 日临汾市印发《临汾市 2019 年钢铁、焦化行

业深度减排实施方案》通知，对钢铁和焦化企业排放标准、改造完成时限、监管措施等做详细的规定。

预计环保限产对钢厂和焦化厂开工有持续性影响，但边际效应将有所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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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4 月焦煤行情展望 

观点： 

供给方面，1、2月由于煤矿安监等力度加强，煤矿生产受一定影响，导致前两个月原煤产量同比

降 1.5%，3 月中旬煤矿陆续复产，产量同比降幅将收窄，预计 4 月煤矿复产下，焦煤产量同比持平；

进口方面， 1月平控放松下，焦煤进口量同比增 44.08%，2月进口平控政策趋严，进口煤同比降 5.02%，

3月进口煤料继续下降，预计 4月进口煤平控政策将持续，煤炭进口量同比下降；库存方面，焦化厂

和钢厂焦煤库存持续消耗、降幅明显，相比之下，港口库存有所累积，其中高硫品种累积较多，预计

4 月份库存仍有一定下降空间；需求方面，环保限产对钢厂高炉开工影响较大，相比之下，焦化厂生

产未受影响，焦炉开工率仍稳定在高位，预计 4 月份即使环保限产持续，需求端也难有大幅收缩。预

计 1905 合约运行区间【1200-1280】,1909合约运行区间【1290,1380】。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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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煤平控政策大幅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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