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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焦炭： 

供给方面，4月大部分时间环保限产力度边际下降，焦化厂开工率

持续上升至历史高位，使得供给不断攀升，月中山西发布淘汰焦化落后

产能的相关文件，预计对 5 月供给影响有限，但对远期供给有所影响，

增加供给收缩预期；出口方面，3月焦炭出口同比大幅下降，但考虑国

外需求尚稳，预计后期出口将稳步增长；库存方面，随着下游钢厂高炉

开工率回升，钢厂和焦化厂库存逐步消化，相比之下，港口库存持续累

积下，库存压力不断增加；需求方面，预计 5 月月环保限产有所放松，

同时吨钢利润的回升，促使钢厂高炉开工率继续回升，焦炭需求逐步回

暖。预计 5月下游需求增加，支撑焦炭价格，但库存压力犹在，其中港

口库存压力更甚，将限制焦炭上方空间。 

焦煤： 

供给方面，随着煤矿陆续复产，3 月原煤产量同、环比均有增加，

预计 4、5月产量同比仍有增幅；进口方面，3 月份焦煤进口 614 万吨，

同比增 53.1%，环比增加 323 万吨,增长 111%，预计 4、5 月焦煤进口平

稳；库存方面，4 月钢厂高炉开工率回升，同时焦化厂开工率高位运行，

钢厂和焦化厂焦煤库存逐步消耗，相比之下，港口库存呈先升后降趋势，

预计后期在下游需求稳定的情况下，焦煤库存将进一步消耗；需求方面，

4 月环保限产力度边际下降，钢厂高炉开工率快速回升，焦化厂开工率

维持在高位，焦煤需求转暖，预计后期需求刚性有所持续，焦煤震荡运

行。 

推荐的投资策略： 

中国国际期货•研发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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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1909 合约逢低做多。推荐指数：【3颗星】 

风险：需求严重下滑 

焦煤：1909 合约【1310,1380】高抛低吸，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需求下滑，下游限产力度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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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焦炭：下游需求回暖，供给压力犹在 

一、 价格先跌后涨 

现货方面，4 月初，因库存压力和税率降低，焦炭市场兑现第三次提降，各主产地降幅 50-100 元

/吨，随着钢厂开工率恢复，下游库存趋稳，焦炭价格企稳，月底随着地方环保限产趋严，加之下游库

存有所消耗，各主产地焦化厂提涨 100 元/吨，且各地焦炭价格上调基本兑现。 

期货方面，月初第三次提降兑现后，悲观情况基本释放，期货随之反弹，但受制于供给和库存压

力预期影响而快速回落，4 月焦炭期货价格呈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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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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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高位运行 

 3 月份焦炭产量为 3809.7 万吨，同比增长 5.4%；累计产量为 11216.8 万吨，累计同比增长 7.3%。

可以看出，虽然 3 月山西、河北、江苏等地区实施环保限产，但焦炭产量仍同比大幅增加，从开工率

来看，焦化厂开工率持续在 80%以上运行，并没有收到环保限产影响。4 月山西和河北均有环保和严

控产能相关通知，但焦化厂开工率仍在高位运行，其中大型焦企的开工率增速较快，供给依旧宽松，

预计 5 月吨焦利润有所回升下，焦化厂开工率或将维持在高位运行。 

表 1.1： 4 月政策汇总 

 

时间 地区及相关文件 措施

2019年4月4日 临汾市政府下发通知

从2019年4月15日起，到2019年10月31日止，对霍州
市、洪洞县、尧都区、襄汾县、曲沃县、侯马市，临汾
、侯马经济开发区相关企业实施重点管控。各县市区参
照《临汾市2018-2019年工业企业和建筑施工工地差异
化错峰生产方案》，对春夏季工业企业实施错峰生产管
控，初步考虑尧都区、洪洞县、襄汾县、临汾经济开发
区工业排污量在2018年的基础上，削减50%左右；其他
县（市、区）工业排污量在2018年的基础上，削减30%
左右。重污染天气情况下，要严格执行市大气污染防治
指挥部办公室下发的预警管控通知要求。

2019年4月10日 河北省印发《河北省2019年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2019年压减退出钢铁产能1400万吨、水泥产能100万吨
、平板玻璃产能660万重量箱、煤炭产能1000万吨、焦
炭产能300万吨；淘汰火电产能50万千瓦（或调整为应
急电源）。健全省市县乡四级联动监管机制，实施24小
时远程监控，坚决防止封停淘汰设备复产。

4月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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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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预计偏稳 

3 月焦炭出口量 60 万吨，同比下降 36.17%，1-3 月我国焦炭出口量 200 万吨，同比降 8.3%，主

要因素为 3 月日本、巴西、南非进口有所减少，我国焦炭主要进口国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巴西、

印度尼西亚，其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需求稳步增长，而日本需求呈下降趋势，预计 4、5 月焦炭出

口量将有所回升。 

2019年4月12日 山西省工信厅下发严格控制焦化建成产能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快淘汰落后焦炉。通过
全面调查摸底，立即关停淘汰以前年度因各种客观因素
应淘汰未按期淘汰焦炉；严格落实产能置换政策，关停
淘汰拟置换给其他企业的焦化产能原有焦炉；根据原省
经信委、省环保厅《山西省焦化行业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问题整改工作方案》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停产焦炉复
产，对已停产的法院查封焦炉按照工信部有关规定进行
淘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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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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随着下游钢厂高炉开工率回升，钢厂和焦化厂库存逐步消化，相比之下，港口库存因贸易

商采购积极性较高而继续冲高，各流程焦炭库存在历史高位，预计 5 月钢厂和焦化厂将缓慢下降，但

港口库存压力难有效消化。 

根据 Mysteel 的相关数据统计，4 月，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回升 0.52 个 pct 至

76.35%，；日均产量增 0.45 万吨至 68.29万吨；焦炭库存降 15.46万吨至 136.35万吨。全国 110家

钢厂样本焦炭库存降 22.2 万吨至 454.22万吨，平均可用天数减 1.26天至 14.54天。港口焦炭库存：

天津港降 2万吨至 52万吨，连云港增 2万吨 9万吨，日照港增 30万吨至 165万吨，青岛董家口港增

41万吨至 224万吨，总库存增 75万吨至 45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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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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 年 3 月我国生铁产量 6615 万吨，同比增长 7.6%；1-3 月生铁产量

19490 万吨，同比增长 9.3%。3 月环保限产加码，导致唐山高炉 3 月平均产能利用率环比下降 3.7 个

pct，全国高炉平均产能利用率环比下降 1.45 个 pct，从而导致日均铁水产量的环比降 1.17 万吨，4 月，

环保限产阶段性宽松，全国高炉和唐山高炉开工率迅速回升 5 个 pct 和 5.4 个 pct 至 70.58%和 62.2%。

预计 4、5 月生铁产量同环比增加。 

地产方面，据国家统计局，1-3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3803 亿元，同比增长 11.8%，增速

比 1-2 月份提高 0.2 个百分点。1-3 月份，1-3 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 38728 万平方米，增长 11.9%，

增速提高 5.9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 2982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0.9%，降幅收窄 2.7 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额 27039 亿元，增长 5.6%，增速提高 2.8 个百分点，房地产韧性犹在，预计后期将抵抗式

回落。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9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基建方面，2019 年 1-3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1871 亿元，同比增长 6.3%，增速

比 1-2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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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增速比 1-2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下降 5.5%，降幅

扩大 3.7 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下降 0.6%，降幅收窄 2.3 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0.5%，增速回落 2.5 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1%，增速回落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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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焦炭行情展望 

观点： 

供给方面，4 月大部分时间环保限产力度边际下降，焦化厂开工率持续上升至历史高位，使得供

给不断攀升，月中山西发布淘汰焦化落后产能的相关文件，预计对 5 月供给影响有限，但对远期供给

有所影响，增加供给收缩预期；出口方面，3 月焦炭出口同比大幅下降，但考虑国外需求尚稳，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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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出口将稳步增长；库存方面，随着下游钢厂高炉开工率回升，钢厂和焦化厂库存逐步消化，相比

之下，港口库存持续累积下，库存压力不断增加；需求方面，预计 5 月月环保限产有所放松，同时吨

钢利润的回升，促使钢厂高炉开工率继续回升，焦炭需求逐步回暖。预计 5 月下游需求增加，支撑焦

炭价格，但库存压力犹在，其中港口库存压力更甚，将限制焦炭上方空间。 

策略：1909 合约逢低做多。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需求严重下滑 

第二部分 焦煤：需求支撑，价格偏稳运行 

一、 价格稳定运行 

现货方面：4 月焦化厂吨焦利润大幅下挫情况下，叠加税率下调，加之部分钢厂提降压力，各地

焦煤企业下调焦煤价格 80-100 元/吨，月底随着焦炭价格提涨，部分逐步产地焦煤价格随之上涨 30-50

元/吨。 

期货方面：由于 05 合约对应交割标准较低，期货价格持续走弱，相比之下，09 合约对应交割标

准提高，在基差修复驱动下，期货价格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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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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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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回升 

(一) 产量逐步增加 

3月份原煤产量为 29835.3 万吨，同比增长 2.7%，环比来看，比 1—2月份日均增加 91万吨，从

区域来看，3月份原煤产量同比呈增长态势为内蒙古、山西、新疆；陕西、山东同比下降。山西省同

比增长 18.3%，内蒙古同比增长 2.5%，新疆同比增长 2.1%，陕西省同比下降 12.5%，山东省同比下降

8.7%。 1季度，全国原煤产量 81259.0万吨亿吨，同比增长 0.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3.5 个百分

点。预计 4、5月焦煤供给逐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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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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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口或难持续增长 

据海关总署公布，3 月份进口煤炭 2348.2 万吨，同比下降 12.1%，连续两个月降幅达两位数。1-

3 月累计进口煤及褐煤 7462.8 万吨，累计同比减少 1.8%。3 月份焦煤进口 614 万吨，同比增 53.1%，

1-3 月焦煤进口 1642 万吨，同比增 34.74%。可见进口煤平控下，焦煤进口并未受影响，但考虑到总

量控制，预计后期煤焦进口量增速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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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持续消耗 

4 月份，焦化厂和钢厂焦煤库存持续下降，相比之下，港口库存先增后降，总体来看，焦煤各流

程库存处于偏高水平。根据 Mysteel 的相关数据统计，4 月，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炼焦煤总库存

降 26.86 吨至 1431.86万吨，平均可用天数降 0.4 天至 15.77天；全国 110家钢厂样本炼焦煤库存降

8.5万吨至 825.89万吨，平均可用天数将 0.16天至 16.46天；沿海港口进口焦煤库存方面，京唐港

库存增 5万吨至 255万吨，青岛港降 9万吨至 15 万吨，日照港增 16万吨至 43万吨，连云港增 14万

吨至 54 万吨，湛江港增 8 万吨至 26 万吨，总库存增 34 万吨至 393 万吨。预计 5 月下游需求稳定，

焦煤库存仍将逐步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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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限产影响仍需关注 

4月，河北省印发《关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实施区域差别化环境准入的指导意见》。明确沧州市、

保定市、廊坊市、定州市、雄安新区的生态功能区属于中心区生态过渡带，为京津城市发展提供生态

空间保障。要求区域内水泥行业不得新增产能；完成钢铁、煤电、焦化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压减任务。

山西省临汾市下达非采暖季重点区域差异化生产管控的通知，自 4 月 15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对一

城三区（尧都区、襄汾县、洪洞县，临汾开发区）相关企业实施差异化生产管控。钢铁行业方面，实

行差异化限产 30-50％的限产比例，满足 A类条件的不予错峰限产，对达不到 C 类条件的，实施停产

治理。 

下游产业主产地均发布环保限产和化解过剩产能的通知和文件，这或将对焦煤需求有长期影响。 

五、 5 月焦煤行情展望 

观点： 

供给方面，随着煤矿陆续复产，3 月原煤产量同、环比均有增加，预计 4、5 月产量同比仍有增

幅；进口方面，3 月份焦煤进口 614 万吨，同比增 53.1%，环比增加 323 万吨,增长 111%，预计 4、5

月焦煤进口平稳；库存方面，4 月钢厂高炉开工率回升，同时焦化厂开工率高位运行，钢厂和焦化厂

焦煤库存逐步消耗，相比之下，港口库存呈先升后降趋势，预计后期在下游需求稳定的情况下，焦煤

库存将进一步消耗；需求方面，4 月环保限产力度边际下降，钢厂高炉开工率快速回升，焦化厂开工

率维持在高位，焦煤需求转暖，预计后期需求刚性有所持续，焦煤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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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909合约【1310,1380】高抛低吸，推荐指数：【3颗星】 

风险：需求下滑，下游限产力度超预期 



 

 

分析师承诺 

本人(或研究团队)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

了本人(或研究团队)的研究观点。本人(或研究团队)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

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接收到任何形式的报酬。 

免责声明 

客户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

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

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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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