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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本周焦炭盘面维持震荡，现货大幅上涨。焦煤盘面

有所下跌，现货价格有所上涨。 

✦ 从基本面来看，目前国内焦煤供应较之前变化不

大。炼焦煤总体库存仍处高位，压制焦煤价格；本周

焦化产能利用率在环保限产影响下跌 0.013 个百分

点，限产对焦化影响不是很强。由于近期黑色产业淡

季不淡，钢材产量始终处于高位，也支撑了焦煤价

格，但近期钢材基本面走弱，市场对钢材价格也产生

一定疑问，若进入夏季停工期或后续钢材因亏损而限

产，则焦煤价格可能还有一定下跌空间。由于供需相

对平稳，预计短期内焦煤仍然维持震荡走势，总体上

下空间均比较有限。 

✦ 而焦炭方面，6 月焦炭产量及进口量同比仍增，供

应较为宽松，山西山东限产影响也不大。近期钢材产

量仍然维持高位，支撑焦炭需求。近期焦炭库存有所

下降，库存压力有所减轻，但总体库存仍高压制焦

价。而部分地区焦炭第一轮提涨落地，焦企利润有所

回升，但钢厂利润始终未能回升。而近期钢材基本面

也逐渐走弱，预计短期焦价在限产及需求的支撑下将

震荡运行，库存也有一定累积可能。山东去产能文件

中显示 2019 年底之前需要退出 1000 万吨焦化产能，

基本全部为在产产能，下半年去产能力度可能增大，

叠加后续进入钢材消费旺季，可能会有一定上涨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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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焦炭主力合约基差又有所下跌，环保限产对于焦炭力度不大，钢材产量仍高，

焦化利润又有所回升，短期焦炭需求相对较好，焦价可能维持震荡偏强的幅度，但总

体基本面没太大改善，上升空间不大。预计短期内焦炭基差或维持震荡趋势，收窄扩

大力度不明显，投资者可进行买套，等到 9-10 月，黑色需求重新进入旺季，焦炭基差

才有一定向上修复的动力，届时可对 01 合约进行卖套。 

✦ 风险点：煤矿安全检查力度减弱；澳煤进口限制放松；钢材产量明显下降；国家对

铁矿的调查影响到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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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1.1 期货市场：     

 

1.2 现货市场： 

主焦煤 本周 上周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京唐港 1,700.00 1,700.00 1,700.00 1,700.00 0.00  0.00% 

日照港 1,510.00 1,480.00 1,510.00 1,480.00 30.00  2.03% 

青岛港 1,605.00 1,585.00 1,605.00 1,585.00 20.00  1.26% 

连云港 1,605.00 1,585.00 1,605.00 1,585.00 20.00  1.26% 

天津港 1,500.00 1,470.00 1,500.00 1,470.00 30.00  2.04% 

五大港口均价 1,584.00 1,564.00 1,584.00 1,564.00 20.00  1.28% 

 

 

 

合约名称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JM01 1402.50 1394.00 1402.50 1381.00 -8.5  -0.606% 

JM05 1350.00 1341.50 1409.00 1335.00 -8.5  -0.630% 

JM09 1418.00 1409.00 2168.50 1393.50 -9.0  -0.635% 

J01 2219.00  2168.50  2139.00  2152.00  -50.50  -2.28% 

J05 2082.00  2049.50  2154.00  2039.50  -32.50  -1.56% 

J09 2187.00  2139.00  2154.00  2122.00  -48.00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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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冶金焦 本周 上周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山西 1,790.00 1,690.00 1,790.00 1,690.00 100.00  5.92% 

河北 2,000.00 1,900.00 2,000.00 1,900.00 100.00  5.26% 

山东 1,970.00 1,970.00 1,970.00 1,970.00 0.00  0.00% 

辽宁 2,035.00 1,935.00 2,035.00 1,935.00 100.00  5.17% 

均价 1,948.75 1,873.75 1,948.75 1,873.75 75.00  4.00% 

 

 

二. 双焦数据分析 

 

2.1 供应量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5 月原煤产量 3.1 亿吨，同比增长 3.5%，增速比上月加快 3.4 个

百分点；日均产量 1008 万吨，比上月增加 27 万吨；1-5 月产量 14.2 亿吨，同比增

长 0.9%。5 月我国进口煤及褐煤 2746.7 万吨，同比增加 23%；1-5 月累计进口煤

及褐煤 12738.8 万吨，累计同比增加 5.5%。5 月焦炭产量 4064.9 万吨，同比增加

3.23%，1-5 月累计同比上升 5.8%，同比增速略有滑落。6 月我国焦炭产量为

23,387.30 万吨，同比增加 6.7%。目前国内焦煤供应变化不大，但焦炭供应有所上

涨。 

图 2.11 炼焦煤产量及进口量（月）：万吨  图 2.12 焦炭产量（万吨）及累计同比：月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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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库存分析 

炼焦煤： 

图 2.21 炼焦煤港口库存（周）：万吨       图 2.22 炼焦煤四大港口总库存（周）：万吨 

图 2.23 100 家焦化厂炼焦煤库存（周）：万吨图 2.24 110 家钢厂炼焦煤库存（周）：万吨  

图 2.25 炼焦煤平均可用天数（周）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炼焦煤四大港口总库存为 560.10 万吨，周比+ 5.08%，本周有所增加，目前仍

处于四年同期最高。国内 100 家独立焦化厂炼焦煤库存为 786.53 万吨，周比

+0.01%，目前处于季节性去库状态，但仍处于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平均可用天数为

15.58 天，周比+ 0.02 天。国内 110 家样本钢厂库存为 897.14 万吨，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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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平均可用天数为 17.87 天，周比-0.09 天。近期焦煤港口库存有所增加，厂

库有所减少，但始终处在历年同期高位，库存压力大。 

 

焦炭： 

图 2.26 焦炭港口库存（周）：万吨          图 2.27 焦炭四大港口总库存（周）：万吨 

图 2.25 全国螺纹钢社会钢厂库存（周）：万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焦炭四大港口总库存为 486.20 万吨，周比+2.79%，本周有所上涨，仍处于六

年同期最高。国内 100 家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为 28.89 万吨，周比-11.04%。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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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家样本钢厂库存为 451.83 万吨，周比+1.02%；平均可用天数为 14.37 天，周

比+0.15 天。近期焦炭库存有所上涨。 

 

2.3 需求分析 

图 2.31 全国焦化企业开工率及钢厂高炉开工率（周）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全国焦化企业开工率为 75.03%，周比-0.013333333 个百分点；全国高炉开工

率为 66.71，周比+0 个百分点；近期山西“百日清零”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山东

地区同样环保限产，但是目前来看，焦企实际执行情况一般，仅长治等个别地区相

对严格。。 

 

2.4 价格分析 

图 2.41 国内焦企一级冶金焦生产利润(日):万吨  图 2.42 螺纹钢毛利（元/吨）：日 

 

数据来源 Mysteel，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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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国内焦企一级冶金焦生产利润为 114.79 元/吨，环比+0%，近期焦化利润较为

稳定；螺纹钢毛利为 383.064 元/吨，环比-5.02%。近期螺纹钢毛利有所下跌。 

 

图 2.43 焦炭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 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焦炭主力合约基差又有所下跌，环保限产对于焦炭力度不大，钢材产量仍高，

焦化利润又有所回升，短期焦炭需求相对较好，焦价可能维持震荡偏强的幅度，但

总体基本面没太大改善，上升空间不大。预计短期内焦炭基差或维持震荡趋势，收

窄扩大力度不明显，投资者可进行买套，等到 9-10 月，黑色需求重新进入旺季，焦

炭基差才有一定向上修复的动力，届时可对 01 合约进行卖套。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双焦> 2019.07.2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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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