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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本周焦炭盘面震荡偏弱，但现货价格却大幅增长。

焦煤盘面震荡偏强，现货却有所下跌。 

✦ 从基本面来看，由于煤炭进口限制，目前国内焦煤

供应量有所下跌。但炼焦煤总体库存仍处高位，压制

焦煤价格大幅上涨；由于唐山山东四川等地钢厂主动

减产，出焦时间被延长，焦煤需求减少。由于供需双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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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前焦化开工率上升，港库和厂

库有所下跌，但总体库存压力仍高。近期焦企利润维

持平稳，目前在整个煤焦钢产业链中利润较为丰厚，

短期来看利润难以进一步持续增加。近期唐山地区焦

化主动限产，叠加其他地区限产收紧，焦炭需求减

少，预计短期内焦炭价格维持震荡偏弱的趋势。而今

年去产能的情况仍落实在下半年，需要观察后续执行

力度，若执行到位，叠加后续 9-10 月进入钢材消费旺

季，届时可能会有一定上涨动力。 

✦ 本周焦炭主力合约基差持续上涨，焦炭盘面由于钢

厂限产而趋弱，但由于基本面变化不大，使得基差持

续走扩。由于近期成材可能随着产量的下降有所反

弹，接下来焦炭期货价格可能向上修复，基差或进行

收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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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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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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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

策使黑色产业又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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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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510.00 1,500.00 1,500.00 -10.00  -0.66% 

青岛港 1,575.00 1,605.00 1,575.00 1,575.00 -30.00  -1.87% 

连云港 1,575.00 1,605.00 1,575.00 1,575.00 -30.00  -1.87% 

天津港 1,490.00 1,500.00 1,490.00 1,490.00 -10.00  -0.67% 

五大港口均价 1,568.00 1,584.00 1,568.00 1,568.00 -16.00  -1.01% 

 

 

 

合约名称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周涨跌 周涨跌幅 

JM01 1328.50 1328.50 1338.50 1325.50 0.0  0.000% 

JM05 1290.00 1282.00 1406.00 1282.00 -8.0  -0.620% 

JM09 1410.50 1403.50 1963.00 1400.00 -7.0  -0.496% 

J01 1977.50  1950.00  2047.00  1950.00  -27.50  -1.39% 

J05 1930.00  1903.50  2061.00  1903.50  -26.50  -1.37% 

J09 2049.50  2044.00  2061.00  2044.00  -5.5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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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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00 1,890.00 1,890.00 1,890.00 0.00  0.00% 

河北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0.00  0.00% 

山东 2,070.00 2,070.00 2,070.00 2,070.00 0.00  0.00% 

辽宁 2,135.00 2,135.00 2,135.00 2,135.00 0.00  0.00% 

均价 2,048.75 2,048.75 2,048.75 2,048.75 0.00  0.00% 

 

 

二. 双焦数据分析 

 

2.1 供应量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7 月原煤产量 3.2 亿吨，同比增长 12.2%，增速比上月加快 1.8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1039 万吨，比上月减少 72 万吨。1-7 月份，原煤产量 20.9 亿

吨，同比增长 4.3%。7 月份，进口煤炭 3289 万吨，同比增长 13.4%，比上月增加

579 万吨；1-7 月份进口煤炭 18736 万吨，同比增长 7.0%。7 月我国焦炭产量为

27,400.10 万吨，同比增加 6.7%。目前国内焦煤及焦炭供应均有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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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00 万吨，周比+3.57%，本周继续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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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95 万吨，周比-

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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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 天，周比-0.32 天。国内 110 家样本钢厂库存为 848.05 万吨，周比-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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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可用天数为 16.89 天，周比-0.11 天，持续处于高位。近期焦煤港库有所增加，

厂库季节性去化，但仍处于高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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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00 万吨，周比-2.78%，本周依然下跌，仍处于六

年同期最高。国内 100 家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为 21.60 万吨，周比-13.04%。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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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家样本钢厂库存为 458.95 万吨，周比+0.93%，总体处于高位；平均可用天数

为 14.35 天，周比+ 0.02 天。近期焦炭港口库存大跌，但厂库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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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6%，周比+1.693 个百分点；全国高炉开工率为

68.23%，周比+0.1 个百分点；本周焦化开工率有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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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国内焦企一级冶金焦生产利润为 183.35 元/吨，环比+ 0%，近期焦化利润维持

平稳；本周五螺纹钢毛利 351.006 元/日，周比+2.20%，钢材利润有所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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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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上涨，焦炭盘面由于钢厂限产而趋弱，但由于基本面变

化不大，使得基差持续走扩。由于近期成材可能随着产量的下降有所反弹，接下来

焦炭期货价格可能向上修复，基差或进行收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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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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