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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焦炭： 

供给方面，5月焦炭价格连续上涨刺激，同时环保限产措施阶段性

宽松下，焦化厂开工率持续在高位运行，供给依旧不减；出口方面，4 月

焦炭出口量同比下降明显，前 4 个月焦炭出口量同比降幅扩大至两位数，

预计 5、6 月逐步转稳；库存方面，5月下游需求旺盛，即使焦炭供给增

加，但钢厂和焦化厂库存均有较明显消化，港口焦炭库存增长得到抑制；

需求方面，5月环保限产力度边际下降，同时吨钢利润仍较为可观，促

使钢厂高炉开工率持续回升，但考虑到淡季临近，同时钢厂高炉检修需

求，6月焦炭需求或难持续坚挺，但山西政策预期下，预计回调幅度相

对有限。 

焦煤： 

供给方面，前 4 个月原煤产量同比小幅增加，5 月虽然部分地区仍

有安全突击检查，但对煤矿生产影响较小，预计供给同比小幅增加；进

口方面，4月份焦煤进口 743万吨，同比增 61%，环比增加 130 万吨,增

长 21%，预计 4、5 月焦煤进口平稳；库存方面，5月焦化厂和钢厂开工

率在高位运行，焦煤需求较为坚挺，钢厂和焦化厂焦煤库存较为稳定，

但港口库存有所累积；需求方面，5月焦炭价格连续提涨刺激焦化厂开

工率持续在高位，同时在环保阶段性宽松下，钢厂高炉开工率不断提升，

随着淡季的临近，预期焦煤需求将逐步转弱。 

推荐的投资策略： 

策略：1909 合约可逢低布局多单。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需求大幅下滑，供改不及预期 

中国国际期货•研发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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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预计 6月先涨后跌，建议【1310,1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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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力度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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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焦炭：需求转弱，政策托底 

一、 5 月价格强劲 

现货方面，5 月焦炭价格呈上涨趋势，月初首次提涨兑现后，开工率瓶颈使得焦化厂开工率并未

有明显上升，下游钢厂高炉开工率在环保阶段性宽松下不断提升，进一步消化钢厂和焦化厂库存，港

口库存增长得到抑制，同时山西焦化相关政策预期加持下，第二、三次提涨陆续兑现，各地焦炭价格

已涨 250-300 元/吨，第四次提涨已在途中。 

期货方面，受现货上涨和政策预期刺激，期货价格由贴水涨至升水，随着上涨透支预期，期货价

格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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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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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合约盘面利润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供给仍在高位，收缩预期升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4 月中国规模以上焦炭产量 3899 万吨，同比增长 3.4%；日均产

量 129.97 万吨，日均环比增长 5.75%。1-4 月份我国焦炭累计产量 15184 万吨，同比增长 6.5%，累计

年化产量 46185 万吨，高于去年全年 43820 万吨的水平。 

经过三次提涨后，吨焦利润涨至 280 元/吨，在利润驱使下，焦化厂开工率持续在高位，分产能来

看，200 万吨以上的焦化厂开工率 80-85%， 200 万吨以下焦化厂开工率 75%；分区域来看，东北、

华北、华东地区焦化厂平均开工率为 80-81%，西南、西北、华中地区焦化厂开工率为 79%、86%、

89%。地区环保限产对焦化厂生产影响甚微。 

5 月初，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回头看”及专项督察中，指出山西环保限产和焦化落后产

能去化工作不到位，而后山西印发《山西省焦化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确保全省

建成焦化产能只减不增，焦炉装备与产业节能环保水平明显提升，化产延伸加工向精细化、高端化发

展，焦化企业标准化管理有序推进，省内外、行业内外、产学研交流合作更加深入；2019 年，力争新

增建成大机焦产能 1000 万吨，建成大机焦占比达到 40%；2020 年，力争再新增建成大机焦产能 700

万吨，建成大机焦产能占比达到 50%；2021 年，力争建成大机焦产能占比达到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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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河北省印发《关于促进焦化行业结构调整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根据省委省政府印发的《河北省重点行业去产能工作方案

（2018-2020 年）》，2019-2020 年，我省需压减焦炭产能 500 万吨。政策措施允许全省 4.3 米的焦炉

进行升级改造，严格按照 1.25:1 的比例进行减量置换，用减量的 0.25 部分计入压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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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主产地相继印发通知，预计后期将有一系列针对焦化产业的环保限产和落后产能整合的措施，

后期焦炭供给或有所收缩 

表 1.1： 5 月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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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地区及相关文件 措施

2019年5月5日
山西省发布《山西省焦化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

确保全省建成焦化产能只减不增，焦炉装备与产业节能环保水
平明显提升，化产延伸加工向精细化、高端化发展，焦化企业
标准化管理有序推进，省内外、行业内外、产学研交流合作更
加深入。
2019年，力争新增建成大机焦产能1000万吨，建成大机焦占比
达到40%；2020年，力争再新增建成大机焦产能700万吨，建成
大机焦产能占比达到50%；2021年，力争建成大机焦产能占比
达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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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7日
河北省印发《关于促进焦化行业结构调整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一是为促进焦化行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推进《
河北省重点行业去产能工作方案（2018－2020年）》的落实，
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加快推动河北省焦化行业转型升级，实
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为
完成省定的焦化行业去产能任务。根据省委省政府印发的《河
北省重点行业去产能工作方案（2018-2020年）》（冀传
[2018]1号），2019-2020年，我省需压减焦炭产能500万吨。
政策措施允许全省4.3米的焦炉进行升级改造，严格按照1.25:1
的比例进行减量置换，用减量的0.25部分计入压减产。
三是为解决部分企业手续不全的问题。因为各种原因，目前我
省一部分企业存在手续不全的问题，本次政策措施的出台，对
手续不全的企业提出了补办手续的条件。

5月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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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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一季度我国焦炭及半焦炭出口量同比下降之后，4 月中国焦炭及半焦炭出口量仍同比下降 28.4%

至 58.2 万吨，1-4 月焦炭及半焦炭累计出口量为 258.5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13.8%。主要因对日

本、马来西亚出口下降，相比之下，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出口量较为稳定，后期预计出口量将

维持相对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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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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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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有所分化 

5 月下游需求旺盛，即使焦炭供给增加，但钢厂和焦化厂库存均有较明显消化，港口焦炭库存增

长得到抑制，随着淡季的临近，库存消化速度将趋缓，预计 6 月钢厂和焦化厂焦炭库存难持续消化，

港口库存或继续增加。 

根据 Mysteel 的相关数据统计，5 月，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炼焦煤总库存 1461.69 万吨，增

34.44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5.86 天，增 0.24 天；全国 110 家钢厂样本：炼焦煤库存 848.26 万吨，增

9.11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6.89 天，增 0.18 天；沿海港口进口焦煤库存：京唐港 307 万吨增 52 万吨，

青岛港 10 万吨减 5 万吨，日照港 44 万吨增 9 万吨，连云港 71 万吨增 14.5 万吨，湛江港 34 万吨增

13 万吨，总库存 466 万吨增 83.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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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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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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或季节性转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 年 4 月我国生铁产量 6983 万吨，同比增长 10.1%；1-4 月我国生铁

累计产量为 26265 万吨，同比增长 9.6%。环保阶段性宽松，同时吨钢利润较为可观的情况下，全国钢

厂高炉开工率逐步提升至 71%，其中唐山钢厂高炉开工率从 5 月初的 61%回升至 66%，随着淡季来

临，同时部分地区钢厂阶段性检修需求，预计高炉开工率或难有增长。 

地产方面，据国家统计局，1-4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34217 亿元，同比增长 11.9%，增速

比 1 至 3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24925 亿元，增长 16.8%，增速回落 0.5 个百分点。

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72.8%。1-4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722569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8.8%，增速比前 3 个月提高 0.6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501832 万平方米，增

长 10.4%。房屋新开工面积 58552 万平方米，增长 13.1%，增速提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

工面积 43335 万平方米，增长 13.8%。房屋竣工面积 22564 万平方米，下降 10.3%，降幅收窄 0.5 个

百分点。去年地产企业购地积极，今年新开工和施工面积或超预期增长。 

基建方面，4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0.45%。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93103 亿元，

同比增长 5.5%，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0.9 个百分点，1-4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5747

亿元，同比增长 6.1%，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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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与 1-3 月份持平。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下降 4.9%，

降幅收窄 0.6 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下降 0.4%，降幅收窄 0.2 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

长 7%，增速回落 3.5 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2.3%，增速提高 1.3 个百分点。在政策支持下，

基建韧性将持续，但增速难再有明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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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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焦炭行情展望 

观点： 

供给方面，供给方面，5 月焦炭价格连续上涨刺激，同时环保限产措施阶段性宽松下，焦化厂开

工率持续在高位运行，供给依旧不减；出口方面，4 月焦炭出口量同比下降明显，前 4 个月焦炭出口

量同比降幅扩大至两位数，预计 5、6 月逐步转稳；库存方面，5 月下游需求旺盛，即使焦炭供给增

加，但钢厂和焦化厂库存均有较明显消化，港口焦炭库存增长得到抑制；需求方面，5 月环保限产力

度边际下降，同时吨钢利润仍较为可观，促使钢厂高炉开工率持续回升，但考虑到淡季临近，同时钢

厂高炉检修需求，6 月焦炭需求或难持续坚挺，但山西政策预期下，预计回调幅度相对有限。 

策略：1909 合约可逢低布局多单。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需求大幅下滑，供改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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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焦煤：需求转弱，震荡运行 

一、 5 月价格强势上涨 

现货方面：5 月在需求旺盛刺激下，焦煤价格稳步上涨。下游焦炭价格连续提涨，焦化厂对焦煤

压价意愿明显下降，同时钢厂和焦化厂开工率持续在高位支撑焦煤需求，促使各地焦煤价格有 40-80

元/吨的涨幅。 

期货方面：期货价格在月初处于贴水状态，在上涨中，基差逐步收窄，直至月底阶段性回调下，

基差在此扩大，5 月焦煤期货总体呈上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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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1价差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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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供给回升 

(一) 产量增长有限 

4 月份，原煤产量 2.9 亿吨，同比增长 0.1%，增速比上月回落 2.6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981 万

吨，比上月增加 19万吨。从区域来看，4月份内蒙古、山西、新疆原煤产量同比呈增长态势；陕西、

山东同比下降。内蒙古同比增长 9.5%，山西省同比增长 5.9%，新疆同比增长 2.9%，陕西省同比下降

13.5%，山东省同比下降 6.5%。1至 4月份，原煤产量 11.1亿吨，同比增长 0.6%。预计 5焦煤供给平

稳，而后期相关影响因素为超千米冲击地压和瓦斯突出煤矿整治措施，若措施落实超预期，预计焦煤

供给将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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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持续增长 

据海关总署公布，中国 4 月份进口煤炭 2529.9 万吨，同比增加 301.6 万吨，增长 13.53%；环比

增加 181.7 万吨，增长 7.74%。2019 年 1-4 月份，全国共进口煤炭 9992.6 万吨，同比增长 1.7%。 

炼焦煤进口方面，4 月中国进口炼焦煤 743 万吨，同比增 61.1%，环比增 21.0%。其中 4 月份中

国从蒙古进口炼焦煤 369 万吨，为进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环比增 12.9%，同比增 43.6%；排名第二的

是澳大利亚，4 月份，中国从该国进口炼焦煤 272 万吨，环比增 22.1%，同比增 81.5%。4 月从蒙古和

澳大利亚两个国家份合计进口炼焦煤 640 万吨，占我国进口炼焦煤量 86.1%。前 4 个月来看，进口平

控并未影响焦煤进口，反而进口量同比大增，但考虑到平控未取消，预计后期在进口额度限制下，焦

煤进口量将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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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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或持续回升 

5 月焦化厂和钢厂开工率在高位运行，焦煤需求较为坚挺，钢厂和焦化厂焦煤库存较为稳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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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库存有所累积。根据 Mysteel 的相关数据统计，5 月，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

77.50%，增 0.7 个 PCT；日均产量 69.32 万吨增 0.63 万吨；焦炭库存 98.80 万吨，减 21.24 万吨。全

国 110 家钢厂样本：焦炭库存 440.22 万吨，减 11.95 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3.73 天，减 0.52 天。港口

焦炭库存：天津港 50 万吨平，连云港 8 万吨平，日照港 163.5 万吨增 3.5 万吨，青岛董家口港 243 万

吨增 8 万吨，总库存 464.5 万吨增 11.5 万吨。预计 6 月下游需求有所转弱，库存或持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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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仍需关注政策 

5月，山西印发《山西省焦化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河北省印发《关于促进焦化

行业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均提出焦化落后产能去化和环保相关措施。后期政策逐

步落实下，预计焦化厂和钢厂生产或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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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6 月焦煤行情展望 

观点： 

供给方面，前 4个月原煤产量同比小幅增加，5月虽然部分地区仍有安全突击检查，但对煤矿生

产影响较小，预计供给同比小幅增加；进口方面，4 月份焦煤进口 743 万吨，同比增 61%，环比增加

130万吨,增长 21%，预计 4、5月焦煤进口平稳；库存方面，5 月焦化厂和钢厂开工率在高位运行，焦

煤需求较为坚挺，钢厂和焦化厂焦煤库存较为稳定，但港口库存有所累积；需求方面，5 月焦炭价格

连续提涨刺激焦化厂开工率持续在高位，同时在环保阶段性宽松下，钢厂高炉开工率不断提升，随着

淡季的临近，预期焦煤需求将逐步转弱。 

策略：策略：预计 6月先涨后跌，建议【1310,1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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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力度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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