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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焦炭：基本面好转叠加成本端支撑，焦炭价格存在支撑。供给
端：
，本周 230 家独立焦企产能利用率上行 0.87%，产量维持相
对高位，假期结束产能利用率存在进一步上行可能，但由于澳
洲焦煤进口限制导致原料供给收紧或对焦炭供给形成压力。需
求与库存端：独立焦化厂库存虽仍大幅高于节前，但环比出现
下降，终端焦炭相比节前库存出现下行，港口库存小幅提升。
受年前高新开工面积影响，下游钢铁消费存在支撑，叠加焦煤
进口限制，钢企存在补库预期，焦炭需求存在支撑。价格端：
本周焦炭价格与上周持平，目前由于焦煤进口或将受限，叠加
之前的安监问题，焦企提价意愿较高。综上：澳产焦煤进口受
限或将影响焦炭供给，叠加库存下行及下游需求预期存在支撑，
焦炭价格存在上行空间。但由于矿难导致铁矿石价格大幅上行，
受成本影响，钢企或将打压焦炭涨价，焦炭价格上行空间有限。
焦煤：供给受限叠加基本面好转，焦煤价格存在支撑。供给端：
受安监因素以及澳洲进口焦煤受限影响，焦煤边际供给或将收
紧。需求与库存端：目前终端及港口焦煤库存均大幅下行。但
受到安监及澳煤进口限制预期带来影响，终端存在补库预期，
叠加，受 12 月新开工面积高增长影响，下游需求存在支撑，焦
煤需求或存在支撑。价格端：焦煤价格与上周持平，目前终端
及港口库存下行，叠加供给端或将收紧，在下游需求存在支撑
的情况下，焦煤价格存在支撑。但由于目前焦煤库存仍然处于
相对高位，焦煤价格上行空间有限。
动力煤：高库存叠加日耗存在上行可能，动力煤价格或将维持
震荡。供给端：由于保供要求，受安监影响的动力煤供给或将
有限；目前澳洲动力煤进口或受到限制，将对动力煤供给形成
压力。需求与库存端：本周 6 大电日耗环比上涨 22.76%，节后
日耗仍存在继续上升可能；本周港口库存下行 3.17%，但终端
库存环比上行 4.63%，终端库存目前处于绝对高位，将对冲动
力煤需求；12 月 PMI 数据近年来首次跌破荣枯线，远期动力煤
下游需求预期仍偏悲观。价格端：本周动力煤价格小幅下跌，
目前价格处于绿色区间，由于安监限产以及动力煤低位日耗存
在上行可能，动力煤价格存在支撑；但由于终端库存绝对高位
以及未来下游需求较为悲观，动力煤价格或将维持震荡。
投资建议：本周因社融大超预期，贸易战会谈积极推进，双焦
基本面好转等因素，板块或随宏观预期修复而出现反弹机会，
但由于目前动力煤终端库存绝对高位叠加保供影响，板块反弹
幅度有限，建议关注业绩较为稳定的中国神华，以及低估值标
的兖州煤业；目前行业远期下游悲观预期仍待改善，行业较难
出现反转行情，维持远期谨慎观点。
风险提示：环保限产不及预期，钢铁价格下行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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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复盘：
1.动力煤：（1）需求：6 大电日耗煤周环比上涨 22.76%。
（2）
库存：港口库存量合计为 1275.3 万吨/-3.17%，六大电厂煤炭
库存为 1731.84 万吨/+4.63%；库存可用天数为 38.00 天/-7.16
天。
（3）价格：秦港 Q5500 动力煤期货价格为 565 元/吨/-0.88%。
2．焦炭：（1）库存：北方三港合计焦炭库存量为 205.0 万吨
/+16.0 万吨/+8.47%。国内样本钢厂焦炭库存为 438.17 万吨
/-47.84 万吨/-9.84%：
焦炭平均可用天数为 13.99 天/-1.67 天。
（2）供给：产能>200 和 100-200 万吨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周
环比分别上涨 2.89 个百分点和 1.15 个百分点。
（3）价格：本
周天津港焦炭价格周环比上涨；产地焦炭现货价格周环比持平，
唐山、临汾、邢台一级冶金焦价格周环比均持平。
3.焦煤：
（1）库存：六港口炼焦煤库存量为 284.00 万吨/-26.00
万吨/-8.39%；独立焦化厂炼焦煤库存可用天数为 16.15 天，下
跌 1.41 天；大中型钢厂炼焦煤库存可用天数为 17.50 天，周环
比下跌 0.90 天。
（2）价格：吕梁产主焦煤、古交产肥煤和吕梁
产 1/3 焦煤价格分别为 1650 元/吨、1550 元/吨和 1100 元/吨，
周环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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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炭板块市场表现
1.1

指数市场表现

截止 2 月 15 日，煤炭行业指数上涨 1.23%，排名第二十八，跑输
沪深 300 指数 1.58 个百分点；19 年初至今煤炭行业指数上涨 9.36%，
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54 个百分点，在所有板块中排名第十一位。
图表1： 本周煤炭行业指数上涨 1.23%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 19 年初至今煤炭行业指数上涨 9.3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1.2

子板块市场表现

截止 2 月 15 日，子板块表现方面，本周煤炭子版块涨跌不一。
动力煤、无烟煤、炼焦煤、焦炭和其他煤化工板块周环比分别变化
-0.8%、2.0%、5.9%、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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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本周煤炭子板块涨跌不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1.3

个股市场表现

截止 2 月 15 日，本周板块内，涨幅前三名为永泰能源（+16.67%）,
美锦能源(+9.84%), 新大洲 A(+6.62%),跌幅前三名分别为陕西煤业
（-2.98%）、中国神华（-1.80%）、金能科技（-1.54%）。年初至今板
涨幅前三名为美锦能源（+46.11%）、 永泰能源（+41.04%)、云煤能
源(+17.16%),跌幅最高为新大洲 A（-15.45%）
。
图表4： 本周永泰能源涨幅最大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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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19 年初至今美锦能源涨幅第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2 本周行业相关要闻
（1） 陕西开展煤矿安全大整治
新华社西安 2 月 15 日电（记者姜辰蓉）记者从陕西省政府了解到，为
深刻汲取神木市百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李家沟煤矿“1·12”重大事故
教训，坚决遏制煤矿安全事故，陕西省将从即日起至今年 6 月底，开
展煤矿安全大整治。以改造为名违法生产、超工期建设、违规多头多
面采煤等一批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将成为此次整治的重点。
陕西省将由陕西省应急厅、陕西煤矿安监局牵头的煤矿安全大整治工
作组，对各地政府和有关煤矿企业开展安全大整治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督查。同时，陕西省应急厅负责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榆林市“明盘”开
采问题全面核查。陕西煤矿安监局负责组织对全省 65 处高风险煤矿开
展全面“体检”。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负责组织第三方机构对煤矿超层
越界开采问题全面核查。
整治期间，对存在整治内容所列问题煤矿、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化解
过剩产能退出规划（计划）煤矿、排查整治工作不严格不彻底煤矿，
一律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对列入今年关闭退出计划煤矿，一律停产停
工，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过渡期”“回撤期”，6 月底前全部关闭到
位；对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经停产整顿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屡次超层越界开采和资源枯竭无法正规布置工作面开采的煤矿
等，一律依法纳入关闭煤矿名单，坚决关闭退出。【我的钢铁网】
（2） 2018 年山西新发现煤炭资源 24.37 亿吨
从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获悉，山西省近年来大力实施地质找矿行动，2018
年新发现煤炭资源 24.37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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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自然资源厅通报称，山西省近年来大力实施地质找矿行动，
2018 年省级财政投入 3.57 亿元，安排地质勘查项目 83 个，验收往年
项目 60 个，新增了一批重要矿产资源储量，其中新增煤炭资源储量
24.37 亿吨、铝土矿 8200 万吨。
在煤炭资源储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山西煤炭年产量近年来趋于稳定，
据山西省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8 年山西省煤炭产量约为 8.93
亿吨。
据悉，山西近年来不断深化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 年来累计退
出煤炭过剩产能 8841 万吨，预计到 2020 年，山西省将有序退出煤炭
过剩产能 1 亿吨以上，全省原煤产量稳定在 10 亿吨左右。【中国煤炭
新闻网】

3 煤焦钢产业链跟踪
3.1

产业链价格跟踪

（1） 双焦期货价格
焦煤期货活跃合约：截止 2 月 15 日价格为 1,272.50 元/吨，周
环比下跌 16.0 元/吨，周环比下跌 1.24%。
焦炭期货活跃合约：截止 2 月 15 日价格为 2,060.00 元/吨，周
环比下跌 20.0/吨，周环比下跌 0.96%。
图表6： 焦煤期货价格周环比下跌 1.24%
图表7： 焦炭期货价格周环比下跌 0.9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2） 焦炭现货价格：天津港焦炭价格周环比上涨、产地焦炭价格周
环比持平。
天津港焦炭价格周环比上涨：截止 2 月 15 日，天津港一级冶金
焦和准一级冶金焦价格分别为 2,250.00 元/吨和 2,150.00 元/吨，均
较上周价格上涨 2.27%，2.38%。产地焦炭价格周环比持平：截止 2
月 15 日，唐山、邢台和临汾一级冶金焦价格分别为 2,050.00 元/吨、
1,940.00 元/吨和 1,890.0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唐山和临汾二级
冶金焦分别为 1，990.00 元/吨和 1,850.0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
研究源于数据9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煤炭开采Ⅱ-行业周报

图表8： 天津港冶金焦平仓价周环比上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9： 产地冶金焦价格周环比持平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3） 冶金煤现货价格：北方港口部分焦煤价格周环比持平、主焦煤
价格周环比持平、国际焦煤价格周环比下跌
北方港口部分焦煤价格周环比持平：截止 2 月 15 日，京唐港山
西主焦煤库提价为 1860 元/吨，与上周价格持平；1/3 焦煤库提价为
1450 元/吨，与上周价格持平。天津港澳洲主焦煤库提价为 1510 元/
吨，较上周价格上涨 2.03%；京唐港澳洲 1/3 焦煤库提价为 1430 元/
吨，较上周价格上涨 2.14%。
主焦煤价格周环比持平：截止 2 月 15 日，吕梁产主焦煤价格为
1,650.00 元/吨，周环比持平；古交产肥煤价格为 1,550.00 元/吨，
周环比持平；吕梁产 1/3 焦煤价格为 1,100 元/吨，周环比持平。
国际焦煤价格周环比下跌：截止 2 月 15 日，澳洲产峰景矿焦煤
价格为 205.00 美元/吨，周环比下跌 0.49%。

图表10：

北方港口焦煤价部分周环比持平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1：

北方港口澳洲焦煤价周环比上涨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研究源于数据10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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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主焦煤价格周环比持平

图表13：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际焦煤价格周环比下跌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主要钢厂采购价格：截止 2 月 15 日，莱钢/济钢/首钢/邯钢/凌
钢 / 本 钢 / 鞍 钢 / 韶 钢 的 焦 精 煤 采 购 价 分 别 为 1420.0
/1870.0/1980.0/1440.0/1960.0/1910.0/1500.0/1890.0 元/吨，均与
上周价格持平。
图表14：
主要钢厂采购价格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喷吹煤价格：山西产喷吹煤价格为 1093 元/吨，周环比持平；阳
泉产喷吹煤价格为 1045 元/吨，周环比持平；长治产喷吹煤价格为 970
元/吨，周环比持平。
图表15：
主要喷吹煤产地价格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研究源于数据11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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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螺纹钢现货价格：
螺纹钢价格周环比持平：截止 2 月 15 日，螺纹钢:HRB400 20mm:
上海价格为 3,810.00 元/吨，周环比上涨 0.79%。
图表16：

螺纹钢价格周环比上涨 0.79%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3.2

产业链供需跟踪

（1） 炼焦煤-焦炭产量跟踪
炼焦煤产量：2018 年 12 月炼焦煤月度产量 3,904.00 万吨，月环
比上涨 3.77%，同比上涨 2.94%；
焦炭产量：2018 年 12 月焦炭月度产量为 3807.10 万吨，月环比
上涨 7.51%，当月同比上涨 8.50%。
图表17：

炼焦煤产量月环比上涨 3.77%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8：

焦炭产量月环比上涨 7.51%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2） 焦化企业开工率
产能>200 万吨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为 84.29%，周环比上涨 2.89
个百分点；产能 100-200 万吨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为 77.39%，周环比
上涨 1.15 个百分点；产能<100 万吨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为 75.36%，
周环比上涨 1.54 个百分点。

研究源于数据12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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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

焦化企业开工率上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3） 粗钢产量跟踪
重点钢企：1 月 20 日，重点钢厂粗钢日均产量为 180.72 万吨，
旬度日均产量下跌 3.72 万吨，旬度环比下跌 2.02%；
预估全国钢企：1 月 20 日，预估全国钢企粗钢日均产量为 234.98
万吨，旬度日均产量下跌 3.00 万吨，旬度环比下跌 1.26%。

图表20：

重点钢厂日均产量旬环比下跌 2.02%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3.3

图表21：

预估钢企粗钢日均产量旬环比下跌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产业链库存跟踪

（1） 冶金煤库存情况跟踪
港口炼焦煤库存：2 月 15 日，六港口合计炼焦煤库存量为 284.00
万吨，周环比下跌 26 万吨，下跌 8.39%。
下游焦化厂和钢厂炼焦煤库存天数：独立焦化厂炼焦煤库存可用
天数为 16.15 天，周环比下跌 1.41 天；2 月 15 日大中型钢厂炼焦煤
库存可用天数为 17.50 天，周环比下跌 0.90 天。
钢厂喷吹煤库存天数：样本钢厂喷吹煤库存可用天数为 15.67 天，
周环比下跌 0.50 天。
研究源于数据13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煤炭开采Ⅱ-行业周报

图表22：

六港口炼焦煤库存量周环比下跌

图表23： 大中型钢厂可用天数周环比下跌 0.90 天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4：
独立焦化可用天数环比下跌 1.41 天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5： 喷吹煤库存可用天数环比下跌 0.50 天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6：

（2） 焦炭库存情况跟踪
港口焦炭库存：截止 2 月 15 日，天津港，连云港，日照港合计
焦炭库存量为 205.0 万吨，周环比上涨 16.0 万吨，周环比上涨 8.47%。
钢厂焦炭库存：国内样本钢厂焦炭库存为 438.17 万吨，周环比
下跌 47.84 万吨，周环比下跌 9.84%；焦炭平均可用天数为 13.99 天，
周环比下跌 1.67 天。
三大港口合计库存量周环比上涨
图表27：
钢厂焦炭库存量周环比下跌 9.84%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研究源于数据14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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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

钢厂焦炭库存可用天数周环比下跌 1.67 天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4 动力煤产业链跟踪
4.1

产业链价格跟踪

（1） 动力煤期货价格周环比上涨
动力煤期货活跃合约：截止 2 月 15 日价格为 589.40 元/吨，周
环比上涨 3.2 元/吨，周环比上涨 0.55%。

图表29：

动力煤期货价格周环比上涨 0.55%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30：

环渤海动力煤指数周环比上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2） 港口动力煤现货价格跟踪
环渤海动力煤指数：截止 2 月 13 日，环渤海动力煤综合平均价
格为 572 元/吨，周环比上涨 0.18%。
港口动力煤价格：截止 2 月 13 日，天津港动力煤平仓价为 570
元/吨，周环比持平；京唐港平仓价为 570 元/吨，周环比持平；黄骅
港平仓价为 570 元/吨，周环比持平；国投京唐港平仓价为 570 元/吨，
周环比持平；曹妃甸港平仓价为 570 元/吨，周环比持平。
动力煤库提价格周环比持平：截止 1 月 30 日，广州港山西优混
研究源于数据15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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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库提价为 695 元/吨，周环比持平；广州港印尼煤库提价为 690 元/
吨，周环比持平；广州港澳洲煤库提价为 690 元/吨，周环比持平。
部分动力煤产地价格：截止 2 月 1 日，内蒙古东胜原煤、陕西榆
林烟煤末、内蒙古乌海动力煤和山西大同南郊动力煤价格分别为
369.00 元/吨、497.00 元/吨、424.00 元/吨和 441.00 元/吨，周环比
分别为+0.54%、+2.69%、+0.47%、0.00%：截止 2 月 14 日，纽卡斯尔
NEWC、欧洲 ARA 港、理查德 RB 动力煤价格分别为 91.15 美元/吨、
70.25 美元/吨和 78.33 美元/吨，周环比分别为-7.25%、-6.67%、
-2.56%。
国际运价指数上涨：截止 2 月 15 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和巴
拿马运费分别为 639.00 和 624.00，周环比分别上涨 15.90%和 12.84%；
截止 2 月 1 日，秦皇岛至广州和秦皇岛至上海运价分别为 28.50 元/
吨和 21.20 元/吨，周环比分别为 14.00% 和 17.78% 。

图表31：

港口动力煤价格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33：

动力煤产地价格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32：

动力煤库提价格周环比持平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34：

进口动力煤价格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研究源于数据16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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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

国际运价指数周环比上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4.2

图表37：

图表36：

国内煤炭运价指数周环比上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动力煤供需跟踪

（1）原煤与动力煤月度产量跟踪
原煤产量：2018 年 1-12 月，原煤累计产量达到 354590.8 万吨，
同比增长 5.20%；其中 12 月单月原煤产量达 32038.3 万吨，月环比上
涨 1.58%，同比上涨 1.75%。
动力煤产量： 2018 年 12 月动力煤产量达 28524 万吨，月环比上
升 1825 万吨，月环比上升 6.84%;同比 17 年 12 月上涨 2510 万吨，同
比上涨 9.65%。
12 月动力煤产量月环比上升 6.84%
图表38：
12 月原煤产量月环比上涨 1.5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2）动力煤月度需求跟踪
动力煤销量： 2018 年 12 月动力煤销量为 30526 万吨，月环比上
涨 2533 万吨，环比上涨 9.05%；同比 17 年 12 月上涨 5.27%。
全社会用电量：2018 年 1-12 月全社会用电量为 6.84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8.5%；其中 12 月单月 6250 千瓦时，月环比上涨 10.69%；
同比 2017 年 12 月增长 8.78%。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2018 年 1-12 月城乡居民用电量累计量为
9685 亿千瓦时，累计同比增长 10.35%；12 月单月为 733 亿千瓦时，
月环比上涨 9.72%，同比 17 年 12 月增长 6.34%。
工业用电量：2018 年 12 月工业用电量达 4473 亿千瓦时，月环比
上涨 10.67%，同比 17 年 12 月增长 7.76%。
全社会发电量：2018 年 1-12 月全社会发电总量累计达 67914 亿
千瓦时，累计同比增长 6.8%；12 月单月全社会发电量达 6199 亿千瓦
时。月环比上涨 11.85%，同比 17 年 12 月增速达 8.80%。
研究源于数据17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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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发电量：2018 年 12 月火电发电量为 4776 亿千瓦时，月环比
上涨 17.90%，同比 17 年 12 月增长 8.13%。
水电发电量：2018 年 12 月水电发电量为 718 亿千瓦时，月环比
下降 18.40%，同比 17 年 12 月下降 2.51%。

图表39：

12 月动力煤销量月环比上涨 9.05%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1：

图表40：

12 月全社会用电量环比上涨 10.69%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12 月居民生活用电量环比上涨 9.72%

图表42：

12 月工业用电量环比上涨 10.67%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3： 12 月全社会发电量月环比上涨 11.85%

图表44：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研究源于数据18研究创造价值

12 月火电发电量月环比上涨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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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5：

12 月水电发电量月环比下降 18.4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3）煤炭进口跟踪
煤和褐煤进口量：2018 年 1-12 月煤和褐煤累计进口量达 2.81 亿
吨，累计同比增长 3.56%； 12 月单月煤和褐煤进口量达 1023 万吨，
月环比下跌 46.58%，同比 17 年 12 月同比下跌 55.01%。

图表46：

12 月煤和褐煤进口量月环比下跌 46.5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4.3

动力煤库存跟踪

港口库存：2 月 15 日，曹妃甸港、秦皇岛港、广州港和国投京唐
港库存总量为四大港库存量合计为 1275.3 万吨，周环比下跌 3.17%，
同比去年同期上涨 10.59%。
电厂耗煤及库存：六大电厂日均耗煤量为 45.58 万吨，周环比上
涨 22.76%，同比去年同期下跌 0.42%；六大电厂煤炭库存为 1731.84
万吨，周环比上涨 4.63%，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83.15%；库存可用天数
为 38.00 天，周环比下跌 7.16 天，同比去年同期增加 17.35 天。
研究源于数据19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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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7：

四大港库存量周环比下跌 3.17%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8：

6 大电日耗煤量周环比上涨 22.76%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研究源于数据20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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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9：

6 大电库存量周环比上涨 4.63%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50：

6 大电库存可用天数周环比下跌 7.16 天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5 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本周无该行业上市公司重大公告。

研究源于数据21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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