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焦高位整理，关注多焦炭空焦煤套 

 

 

 

 

 

 
 

 

 

 

 

 

 

 

 

 

 

 

主要内容： 

 

 上周双焦受压回落，价格趋缓。焦煤一度试探 1300一线，但未

成功，周五下探至 1200寻求支撑；焦炭走势较焦煤稳定，测试

2150 一线后，回落至 2050 一带，但跌幅显然不及焦煤。从上

周表现看，买焦炭卖焦煤套依然有效。 

 国内重点钢企双焦库存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说明近期双

焦需求并没有出现下滑。从高炉开工率看，也确实表明，目前

钢厂对焦炭的需求不会立马走弱。 

 单边策略上，我们建议近期进行区间内的高抛低吸操作；对冲

方面，可关注多焦炭空焦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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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上周双焦受压回落，价格趋缓。焦煤一度试探 1300 一线，但未成功，周五

下探至 1200 寻求支撑；焦炭走势较焦煤稳定，测试 2150 一线后，回落至 2050

一带，但跌幅显然不及焦煤。从上周表现看，买焦炭卖焦煤套依然有效。 

现货方面，2018 年 5月 18日，河北省磁县六合工业有限公司炼焦煤(焦煤)

价格暂稳，出厂含税价在 1460元/吨，炼焦煤市场成交尚可。河北唐山炼焦煤(焦

精煤)市场价格持稳运行，主流价格在 1580 元/吨左右。山西临汾焦炭(二级冶金

焦)市场价格持稳运行，主流价格在 1700 元/吨。山西太原焦炭(二级冶金焦)市

场价格持稳运行，主流价格在 1700元/吨。 

尽管近期煤炭价格出现上涨，但是这种上涨更多的是阶段性政策利好，并不

具备成为形成主力上涨行情的市场基础。 

单边策略上，我们建议近期进行区间内的高抛低吸操作；对冲方面，可关注

多焦炭空焦煤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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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1809 1221 震荡 1150 1250 中性 

J1809 2049.5 震荡 1960 2150 中性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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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关注买入焦炭 1809合约，抛出焦煤 1809合约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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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风险提示 
1）钢厂开工率下降。 

2）美国政府全面实施对华不利的贸易政策。 

 

四、 数据与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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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国内大中型钢厂焦炭库存平均可用天数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  国内大中型钢厂焦煤库存平均可用天数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3  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国内重点钢企双焦库存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说明近期双焦需求并没有出现下

滑。从高炉开工率看，也确实表明，目前钢厂对焦炭的需求不会立马走弱。从焦炭库存下

滑力度看，显然要大于焦煤，这能解释为什么近期焦炭走势强于焦煤。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5 

图表 4  全国盈利钢厂比例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5  全国螺纹库存及期货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6  线螺上海采购量  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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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焦炭港口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8  焦煤港口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9  螺纹现货与期货价差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7 

图表 10  6 大发电集团煤炭库存及可用天数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1  房屋新开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2  房屋施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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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房屋竣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4月地产销售及基建数据回落，增长存隐忧。去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一

方面和去年高基数有一些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近期以来政府采取了规范清理 PPP项目、规

范地方举债融资行为等措施。预计地产销售增速下滑带动开工施工回落，下游需求平稳趋

弱，钢价短期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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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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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中国焦炭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6  山西动力煤价格走势  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当前，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超过 620元/吨，在过去的一周现货涨了约 20元/吨，期

货更是从低位到高位拉涨了近 40元/吨。 

期煤炭市场价格的波动，主要是由于南方多地高温天气较往年提前出现，增强了市场

对夏季电力和煤炭消费的预期。此外，期货价格和运力价格的小幅攀升，进一步增强了市

场预期，不排除有煤炭企业和煤贸商囤货惜售。 

从供需两端来看，煤炭市场供需总体上比较平稳，市场价格并不具备持续快速增长的

基础。从供给侧看，过去两年来，煤炭去产能的力度不断加大，两年累计退出煤炭产能超

过 5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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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山西炼焦煤价格走势  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8  商品综合指数走势与货币关系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宏观方面，周四(5 月 17日)，央行进行 300 亿元 7天、200亿元 14 天逆回购操作，

当日有 200亿元逆回购到期，净投放 300亿元。市场人士指出，在央行持续大力度的“补

水”之后，市场资金面由紧转松。随着月中税期高峰逐渐过去，资金面可能恢复均衡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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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月度进口动力煤数量及平均单价  万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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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1  主要钢厂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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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全国粗钢产量及产能利用率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3  钢厂现货毛利润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4  钢厂盘面利润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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