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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受巴西铁矿石突发事件影响下，黑色系品种整体走强，双焦节

前也呈现突破前高之势，今日开盘第一天，焦炭焦煤同样强势

高开，但很快回补了缺口，显然动力不足。 

 节前Mysteel统计全国230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75.02%，

上升 0.01%；日均产量 67.43增 0.01；焦炭库存 70.53，减 15.89；

炼焦煤总库存 1835.78，增 47.12，平均可用天数 20.47 天，增

0.52 天。 

 由于下游钢厂年后积极上调价格，钢厂利润不会低，对于焦炭

需求我趋于乐观，因此，2 月份双焦走势，我们持偏强观点。

目前市场焦点都集中在铁矿石上，双焦并没有受到过多资金关

注，不要期待太强的爆发里，后期震荡走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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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受巴西铁矿石突发事件影响下，黑色系品种整体走强，双焦节前也呈现突破前高之势，今

日开盘第一天，焦炭焦煤同样强势高开，但很快回补了缺口，显然动力不足。 

数据方面：节前 Mysteel 统计全国 230 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 75.02%，上升 0.01%；

日均产量 67.43 增 0.01；焦炭库存 70.53，减 15.89；炼焦煤总库存 1835.78，增 47.12，平

均可用天数 20.47 天，增 0.52 天。 

节前 Mysteel 统计全国 100 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 78.67%，上升 0.35%；日均产量

38.15 增 0.17；焦炭库存 28.44，减 11.15；炼焦煤总库存 1014.15，增 37.35，平均可用天数

19.99 天，增 0.65 天。本周焦企产能利用率基本持稳，山西、河北地区近期环保督查相对放

松，开工稳中有升，徐州地区本周亦受环保影响开工再次下滑；库存方面本周焦企发运、订单

相对正常，恶劣天气预警过后，焦企发货转好，多数焦企对后市持观望态度。 

节前 My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 30 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

151.6 元，较上周下降 3.67 元；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99.57 元，较上周下降 7.12 元；山东

二级焦平均盈利 146.2 元，较上周上升 3.75 元；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 153.7 元，较上周下降

2.27 元；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126.78 元，较上周下降 0.59 元。 

节前 Mysteel 统计全国 110 家钢厂样本：焦炭库存 488.83，增 13.85，平均可用天数 15.78

天，增 0.41 天；炼焦煤库存 942.73，减 0.73，平均可用天数 18.78 天，减 0.01 天；喷吹煤

库存 404.30，增 17.08，平均可用天数 17.02 天，增 0.68 天。 

根据路透社消息，近日有数十艘煤炭、铁矿石船舶在中国港口出现压港现象。这些港口包

括：大连港、黄骅港、京唐港、日照岚山港区、宁波舟山港、青岛港，秦皇岛港，汕头港、营

口港。航运数据显示，数十艘煤炭和铁矿石船只被困在港口外等待卸货，贸易商表示，货物清

关时间比平时长。有市场人士认为，澳洲煤炭通关时间延长，国内煤矿节日期间停产放假，陕

西矿难和山东冲击地压影响，国内煤炭供应缩量，对于煤炭价格会形成支撑。 

由于下游钢厂年后积极上调价格，钢厂利润不会低，对于焦炭需求我趋于乐观，因此，2

月份双焦走势，我们持偏强观点。目前市场焦点都集中在铁矿石上，双焦并没有受到过多资金

关注，不要期待太强的爆发里，后期震荡走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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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与图表 

2.1  双焦价格 

图表 1 中国焦炭价格指数 图表 2  山西炼焦煤价格走势  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2019 年 2 月 1 日，河北唐山焦炭市场价格暂稳，二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1960 元/吨，准一

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2010 元/吨，市场成交尚可。 

山西临汾焦炭市场价格暂稳，二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1840 元/吨，准一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1910 元/吨。 

山东潍坊焦炭市场价格暂稳，二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1990 元/吨，准一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2050 元/吨。 

上海焦炭市场价格暂稳，二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2080 元/吨，准一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2140

元/吨。 

天津焦炭市场价格暂稳，二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2050 元/吨，准一级冶金焦主流价格 2150

元/吨，市场成交尚可。 

图表 3 山西动力煤价格走势  元/吨 图表 4  螺纹现货与期现价差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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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冶金焦港口价格  元/吨 图表 6  冶金焦各地现货报价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7 主焦煤港口价格  元/吨 图表 8  主焦煤各地现货报价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2.2  库存与产量、进口量 

 

图表 11 焦炭港口库存  万吨 图表 12  焦煤港口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4 

节前 Mysteel 统计沿海港口进口焦煤库存：京唐港 140 平，青岛港 75 平，日照港

26减 7万，连云港 8平，湛江港 32 增 4，总库存 281 减 3。 

节前 Mysteel 港口焦炭库存：天津港 48 减 7，连云港 6增 0.5，日照港 135 增 2，

青岛董家口港 125 增 2，总库存 314 减 2.5。 

图表 13 6 大发电集团煤炭库存及可用天数   图表 14  全国焦炭当月产量及同比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5  月度进口动力煤数量及平均单价  万

吨、美元/吨 

图表 16  月度进口炼焦煤数量及平均单价  万

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2.3  需求 

 

图表 17  全国粗钢产量及同比   图表 18  全国螺纹库存及期货库存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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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9  主要钢厂建材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0 各地区独立焦化企业开工率   图表 21  规模焦化企业开工率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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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高炉开工率   图表 23  线螺上海采购量  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4 房屋新开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图表 25  房屋施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6 房屋竣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图表 27  商品综合指数走势与货币关系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近日，人民币汇率较前几周升值，在岸人名币兑美元报 6.76左右，离岸汇率报 6.77。

人名币升值会对国内商品价格形成一定压力。 

图表 28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米   图表 29  商品房销售额累计与 M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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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30 汽车销量及同比  万量   图表 31 汽车产量及同比  万量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2.4  利润 

近期，钢厂吨钢利润上周有所下降，目前现货吨钢利润 700 元/吨，期货盘面利润

依然偏低，上周为 580 元/吨。 

全国钢盈利厂比例近期出现下滑，目前降至 71.17%。河北地区钢厂盈利比例下滑至

61.64%。 

图表 32 全国盈利钢厂比例   图表 33  钢厂现货毛利润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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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 钢厂盘面利润   图表 35 焦化企业一级冶金焦生产利润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三、 投资策略 

1、趋势研判 

品种 最新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 3-6 个月评级 

方向 支撑 阻力 方向 

JM1905 1285 多头 1180 1350 多头 

J1905 2131 多头 2000 2250 多头 

商品投资评级与相关定义： 

未来 3-6 个月评级：买入：预期涨幅大于 15%；中性偏多：预期涨幅在 5%～15%之间；震荡：

预期涨幅在-5%～5%之间；中性偏空：预期涨幅在-15%～-5%之间；卖出：预期涨幅小于-15%。 

2、操作建议 

震荡走强思路，逢低建立多头，买入近月，2 月份之前大概率继续上攻。 

 

四、 风险提示 
1）环保政策依然是空头风险的主要来源。其次，要关注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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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电话：021-54071958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  免责声明 ◈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

告并不能完全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

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

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切买卖风险自负。 

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

传送、翻版、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

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