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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长平稳，政策决定供应，动力煤高位震荡 

——动力煤 2018 年度投资策略报告 

 

 

 

【报告要点】 

 

 煤炭供给侧改革加速推进，去产能进展顺利，固定投资持续下降，产能过

剩局面明显改变，行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 

 

 去产能不等于去产量，政府调控政策完善，供给持续平稳增长。但环保限

产迭出，物流运输受限，动力煤供应增量受限。 

 

 

 火电消费增长明显，动力煤总体需求平稳增长。 

 

 政策主导是决定动力煤价格的主要因素，动力煤生产增长有限，需求增长

平稳，阶段性供应不足矛盾依旧。 

 

 

 

【2018 年展望】 

全年高位区间震荡。 

1、2017-2018 冬季采暖季，需求支持价格逐步回升。其中郑煤 1801 合

约价格区间将在 620-700 之间，甚至有望突破到 730 一线。1805 合约则在

570-650 之间震荡。 

2、二季度回落空间有限，三季度高温推升，动力煤主力合约价格 530-630

区间。 

3、秋季的价格回落，空间有限，预计会在 550-630 之间震荡。 

 4、2018 采暖季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大致区间应在 600-68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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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走势回顾：供给侧改革及环保限产抑制供应，动力煤震荡上行。 

经过卓有成效的供给侧改革，动力煤期货在 2017 年延续了 2016 年强劲上涨的趋势，继续震荡推高，不过

随着调控政策的调整，上涨的步伐明显较 2016 年有所放缓。 

图 1：郑商动力煤期货走势（日 K 线）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东吴期货研究所 

从具体走势看，2017 年至今动力煤的走势具有明显的波段特征：一季度获支撑结束 16 年底的回落行情，

重新回升；4 月初遇阻回落直至年初起点，随后自 6 月份开始重新上涨并一直持续至 9 月底，10 月至今区

间回调振荡整理。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一季度冬季取暖需求强劲，同时春节、两会期间安检使得供应减少，坑口与煤站库存下降明显，同时宏观面

资金面宽松、各下游产业需求逐渐进入旺季，在叠加多重利多因素刺激下，动力煤因此能结束此前的调整行情，

重新回升至 16 年 11 月初的高阻力位区。  

2、随着 3 月末资金流动性紧张、国家严控金融安全，动力煤与其它大宗商品同步回落。同时，由于 330 政策的

延长执行乃至常态化，供应明显增加，而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阶段性供应过剩的矛盾也得以到市场的重视。 

3、进入 5、6 月初，环保限产因素开始主导动力煤价格走势，市场轮番炒作内蒙古召开世界沙漠会谈、70 周年

庆典、十九大、京津冀 2+26 城市环保限产等主题不断推升动力煤价格。同时水电阶段性供应不及预期、先进产

能释放不及预期、煤矿事故导致安全生产大检查、煤管票政策等等利多因素也同步助推了动力煤价格的走高。 

4、进入十月份，需求淡季因素使得价格回落，同时环保限产政策扩散到动力煤下游，需求进一步降低。不

过更重要的因素是政府调控市场稳定价格在起主要作用。只是由于冬季取暖需求旺季在即，价格回落有限，

目前重新有回升的迹象。 

二、动力煤供需矛盾分析：供应增速受限，需求平稳增长，阶段供应矛盾显现 

（一）政策主导供应，供给侧改革改善行业经营状况，环保政策限制动力煤供应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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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进，动力煤产能缩减，企业经营改善 

（1）煤炭供给侧改革加速推进，去产能进展顺利，固定投资持续下降，产能过剩局面明显改善 

作为中国最早开始供给侧改革的两大行业之一，煤炭行业经过 2016 年大刀阔斧的去产能之后，2017 年去

产能仍然得以高效推进。 

为了培育和发展先进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4 月份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煤矿产能置

换工作的通知》，不仅明确了新旧产能置换比为 1:1.3，还为跨省布局煤企产能、跨行业兼并重组减量置换提供依

据，并要求 2016 年已关闭退出的煤矿，最迟应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签订产能置换指标协议；6 月 30 日之前签

订协议的置换比为 1：1.5。 

经过一系列政策推动落实，煤炭行业去产能取得明显成效。2016 年大刀阔斧的供给侧改革元年，煤炭行业

成功退出煤炭产能 2.9 亿吨以上，超额完成 2.5 亿吨的任务目标。2017 年去产能再接再厉，至 10 月份就已经完

成全年 1.5 亿吨的任务目标，预计至全年底应有更多的产能被清退。而根据统计局数据，2017 三季度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69.0%，同比提高 10.6 个百分点，环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延续了五个季度的回升态势，

为 201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 2017 年三季度原煤产量 8.83 亿吨推算，目前全国煤炭产能约在 51.1 亿吨的

水平。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数据，在 2015 年底中国煤炭产能高达 57 亿吨，其中包括正常生产及改造的煤矿 39

亿吨，停产煤矿 3.08 亿吨，新建改扩建煤矿 14.96 亿吨，其中约 8 亿吨属于未经核准的违规项目。由此推算，

截至 2017 年三季度末，全国原煤产能较 2015 年底减少约 6 亿吨，下降幅度高达 10.5%，煤炭产能过剩局面得

到明显改善。 

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1-10 月完成 2.219 亿元人民币，同比-8.5%，在经历 6 至 8 月

的微幅增长后，国家对煤炭行业的投资再度重归下降的通道。如图 2 所示。考虑部分环保安全不达标企业关闭或

停产整顿、先进产能释放存有一定时滞等因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水平仍有上升空间。 

图 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及同比(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2）煤炭行业经营恶化状况得到改善，价格持续走高，利润回升 

我国煤炭行业产业集中度低、落后产能比例高、低质煤炭比重大、安全事故率高。在 2015 年底，有规模以

上煤炭企业 6850 家，煤矿 1.08 万处，平均单井生产能力不到 35 万吨/年。其中，小煤矿 7000 多处，包括 9

万吨以下煤矿 5400 多个，产量不到 20%，安全事故占 70%以上；前 4 家企业的产量比重仍然比主要发达国家

低，生产集中度低没有实质改变。此外，多数煤炭企业“一煤独大”问题突出，高灰高硫低值煤占有较大比例，

煤炭深加工转化面临诸多问题；一些小煤矿仍是非机械化开采，改造起来难度大，有的根本无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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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 2016、2017 近两年的供给侧改革后，这一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根据国家能源局 11 月 1 日发布的

2017 年第 9 号公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国已核准（审批）、开工建设煤矿 1228 处（含生产煤矿同步

改建、改造项目 89 处）、产能 10.53 亿吨/年，其中已建成、进入联合试运转的煤矿 231 处，产能 3.68 亿吨/年；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的生产煤矿 4271 处，产能 34.10 亿吨/年。两项相加，规模以上煤矿 5499 处，产能

44.63 亿吨。煤炭产能集中度有明显的提高。  

从现货价格看，煤炭价格在 2017 年基本维持了 2016 上涨后的高位水平。其中环渤海动力煤 5500 大卡基

本维持在 560-610 之间。动力煤坑口价格更是再创新高，Q5500 基本都维持在 300 以上，目前继续震荡上行，

鄂尔多斯已迈上 400 以上。相对于行业平均 200 元/吨的坑口成本，煤炭行业的利润极为丰厚。从经营状况看，

煤炭行业在 2016 年利润大幅回升，已经接近 08、09 年的高峰水平，2017 年至今一直稳定维持。根据 Wind 数

据显示，煤炭开采与洗选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一直维持在 11%以上，极为平稳。 

图 3：动力煤现货价格（元/吨） 

 

图 4：煤炭开采与洗选行业企业数量及销售利润率（个/%）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2、全年产量回升，但下半年环保限产以及安全检查等政策频出，导致动力煤阶段性供应紧张 
 

（1）去产能不等于去产量，政府调控政策完善，供给持续增长 

如钢铁去产能的同时产量创新高的道理一样，动力煤产量并未因为产能大幅减少而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最

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10 月规模以上企业煤炭产量 28.5 亿吨，同比增加 1.3 亿吨，增长 4.8%。就动力煤数据

而言，10 月份产量数据尚未正式公开，1-9 月产量为 21.3 亿吨，同比增加 1.24 亿吨，增幅 6.19%。究其原因

还是在于市场需求增长是刚性的，2016 年的去产能去库存力度过大，一刀切的 276 工作日制度造成取暖季供应

紧张的局面造成当时煤炭价格的飙升。国家相关部门在今年及时调整该政策，全面恢复执行 330 工作日制度，以

满足实际需求的稳健增长。 

从铁路运量看，1-10 月煤炭累计运量 17.9 亿吨，同比增长 16.6%。这一方面有汽车运输受环保政策限制转

走铁路的原因，也有产量增长的刚性因素。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行业高额利润也是刺激产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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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国原煤月度产量及同比(万吨/%)              图 6：中国动力煤月度产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2）环保限产迭出，物流运输受限，动力煤局部阶段性供应紧张 

2016 年全面执行 276 工作日制度的一刀切政策深受各方面质疑。因此 330 工作日制度在 2017 年一直得到

执行没有改变，因此原煤和动力煤产量在上半年多个月份都保持了 10%左右的增幅。但是在进入下半年之后，增

幅明显下降，尤其是 10 月份，原煤产量 2.84 亿吨，仅同比增加 1.5%。考虑到去年执行 276 工作日，而现在执

行的是 330 工作日，理论上增幅应在 19%左右，即使扣除去年 276 工作日的实际执行力度，增幅也应达到 2017

年 4-7 月平均 10%增幅的水平，这 8.5 个百分点的降幅，最直接的原因来自于环保限产，同时也有部分安全生产

大检查带来的影响。 

煤炭行业环保政策的实际影响，基本上始于 6 月份之后，包括的事件政策包括： 

——从 6 月下旬开始，神木、鄂尔多斯等煤炭主产区多地加大煤管票限制，煤管票发放数量与之前相比，至

少减少了三分之一。加上当局今年大力整顿黑煤，将煤炭检测系统进驻煤矿，实行煤矿、道路煤检联和整治，杜

绝黑煤流出，煤炭供应量骤减。 

——重大会议的影响，按时间顺寻，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 7 月 29 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召

开第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8 月 8 日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大庆纪念日，十九大于 11 月中旬在北京召

开。由此环保限产措施频出，煤炭产量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京津冀“一体化”环保压力下，环渤海港口“汽运煤”退出历史舞台。2 月份，环保部联合三部

委和北京、天津等“2+26”城市明确提出：7 月底前，天津港不再接收柴油货车运输的集港煤炭；9 月底

前，天津市、河北省及环渤海所有集港煤炭主要由铁路运输，禁止环渤海港口接收柴油货车运输的集港煤炭。

而实际上 4 月 11 日，天津市环保部门决定将天津港禁止“汽运煤”的时间提前到 4 月底，至 5 月初，天津

港已提前停止接收“汽运煤”集港。河北港口集团集团旗下的秦皇岛港、曹妃甸港区、黄骅港区也逐步全面

停止接收柴油货车运输的集疏港煤炭，提前终结“汽运煤”时代。     
 

（3）全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一定程度加重动力煤供应紧张程度 

煤炭行业在今年六月份开始引来了新一轮的安全生产大检查，由于今年十九大召开的重要意义，安全生产也

叠加了更多的政治稳定意义。因此 7 月之后动力煤产量的增速下滑，安全生产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 8.11 和顺事故影响较大。8 月 11 日，晋能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吕鑫煤业有限公司发生了严重的

边坡滑坡事故，造成多人伤亡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由于此次事故后该矿蓄意瞒报，同时正值十九大召开之前的

敏感时期，性质尤为恶劣，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由此很快引发了全行业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其中山西部分地区

处于安全检查的风口浪尖上，省煤管局责令十类存在安全隐患的煤矿关停整改，合计约 2000 万吨产能。当然，

此次事故本身对动力煤实际产量的影响程度较为有限。 

 



 2018 年度报告-动力煤 
                                                

www.dwfutures.com 
5 

3、进口政策变化但总体稳定，对供应影响不大。 

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煤炭生产第一大国，动力煤进口占总供应的比重近年来徘徊在 3~5%之间，在产能严重

过剩的情况下，对总体供需矛盾影响不大。不过在大幅去产能去库存的背景下，市场比以往更为关注进口的变化。 

2017 年以来，限制进口的政策多次出台，反映了国家控制进口的战略意图。在年初，中国受国际政治影响，

于 2 月 18 日发布公告称，2017 年度将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之后从三月份开始，国家开始执行更为严格的限

制进口煤炭政策，原来的进口煤中的五项微量元素检验出具通关单需一周时间就可完成，而新政策执行后将延长

至 14-30 天。而从 7 月份开始，国家二类进口口岸禁止进口煤炭船舶靠泊。据调查，此次被禁止进口煤业务的码

头主要包括福建可门港、宁德港、东吴港和海南乐东港，所属电厂分别是华电、大唐、国电和华能。以上码头年

进口量达到 1500 万吨左右，假设下半年禁止卸货，将影响 750 万吨左右的量，占去年动力煤进口总量的 4%。 

但实际上进口并未因此受到真正的限制。9 月份我国煤炭进口总量回升至 2708 万吨，创 2015 年 1 月以来

33 个月新高，同比增加 264 万吨，增长 10.8%，环比增加 181 万吨，增长 7.2%。1-9 月份，全国共进口煤炭

20485 万吨，同比增长 13.7%。从动力煤角度看，9 月份进口 1022 万吨（包括烟煤及次烟煤，不含褐煤，下同），

同比增加 208 万吨，增长 25.55%，环比增加 33 万吨，增长 3.34%;1-9 月份，全国共进口动力煤 8144 万吨，

同比增长 18.68%。其中澳大利亚、俄罗斯、蒙古进口增幅都较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内外价差过大。 

图 7：中国动力煤月度进口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二）火电消费增长强劲，环保限产抑制下半年下游生产，动力煤总体需求平稳增长 

根据统计部门数据，中国动力煤 9 月总需求 2.59 亿吨，同比+3.94%，1-9 月累计需求 23.43 亿吨，同比

+2.39%。 动力煤需求的主要构成，主要来自火电、建材、冶金、化工、供热、以及替它行业。其中，火电对动

力煤需求占 60%以上。总体看，动力煤需求增长稳定。 

图 8：动力煤月度消费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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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电需求稳定强劲，水电回升平衡部分需求增长，全年大致平衡。 

中国经济的发展高于预期，直接反映到发电情况上。中国 10 月发电量 5038 亿千瓦时，同比+2.5%，1-10

月累计发电量 519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其中火力发电量 10 月 3475 亿千瓦时，同比-2.8%，1-10 月

累计 3799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 ，占比 73.1%。 水力发电量 10 月 1079 亿千瓦时，同比+16.9%，回升

继续保持强劲，1-10 月累计 9234 亿千瓦时，同比+2.2%，下降趋势得到扭转。 

在 2017 年年中，由于汛期水库泄洪，水电发电量明显低于往年，这造成了火电需求的提高，从而是火

电发电量的增幅一度接近去年的高位，尤其是 7 月份增幅高达 10.5%。之后水电快速回升，火电的压力得

到一定的缓解。 

图 9：全国发电量及同比（亿千瓦时/%） 

 
图 10：各电力部门发电量（亿千瓦时）              图 11：各电力部门发电量同比（%）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研究所 

从用电情况看，10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513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84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3.6%；第二产业用电量 3650 亿千瓦时，增长 3.0%；第三产业用电量 708 亿千瓦时，增长

12.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688 亿千瓦时，增长 8.7%。1-10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52018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6.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99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4%；第二产业用电量 36280 亿千瓦时，增

长 5.7%；第三产业用电量 7367 亿千瓦时，增长 10.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7376 亿千瓦时，增长 7.6%。 

从数据看第二产业占据绝对用电比例，但第三产业的增长明显高于前者。同时我们注意到，随着大数据中心

的建设，信息行业用电持续大增，金融服务业用电增幅也持续保持在 10%以上，对用电增长的拉动是较为明显的。 

综合以上数据，在 2017 年，全国电力供需矛盾仍处于供应略有不足的局面。1-7 月一度扭转了 2016 年持

续供应不足的情况，大致处于紧平衡的状况。但进入 8 月份后，用电量增幅持续超过发电量，、9 月份开始出现

供应缺口，10 月份进一步扩大至 74 亿千瓦时，不过仍处于紧平衡的状况。随着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度加大，工业

用电应有明显降低，2017 年全年维持供需平衡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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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全社会用电量及同比（亿千瓦时/%）         图 1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及同比（亿千瓦时/%） 

 
图 14：IT\金融及其它居民服务用电量及同比（亿千瓦时/%）  

 
图 15：全国电力供需平衡图（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研究所 

 

2、供给侧改革及环保限产政策推进，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建材行业需求难见起色 

今年水泥行业开始全面推行供给侧改革，房地产投资增幅大幅回落，同时受环保限产政策的影响，水泥产量

持续缓步减少。水泥 10 月产量 2.20 亿吨，同比-3.1%，1-10 月产量 19.63 亿吨，同比-0.5%，受限环保政策，

需求下降的趋势基本稳定明显。受此影响，建材行业动力煤需求持续大幅下滑，1-9 月累计消耗动力煤 2.295 亿

吨，同比大幅减少-37.88%。后期或有松动，但政策趋势确立，难有明显改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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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全国水泥月度产量及同比（万吨/%）         图 18：建筑行业用煤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研究所 

3、粗钢产量增速放缓，冶金行业需求温和提升 

钢铁行业与煤炭行业同步进入供给侧改革第二年，产能亦大幅缩减，但在高额的吨钢利润刺激下，同时国家

经济增速稳定需求增长，粗钢产量持续增长中。10 月份我国粗钢产量 7236 万吨，同比增长 6.1%；1-10 月粗钢

产量累计 70950 万吨，同比增长 6.1%。 

受此影响，冶金行业动力煤需求稳定增长，1-9 月累计消耗动力煤 1.10 亿吨，同比增加 3.27%。由于采暖

季政策开始执行，并将常态化，国内钢铁产量增幅会有所放慢，对动力煤需求将微幅增长。 

图 19：全球及中国粗钢月度产量及同比（万吨/%）    图 20：冶金行业用煤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研究所 

4、化工行业动力煤需求 2018 年有望回升，供热行业需求继续增长空间有限 

化工行业由于产业升级，传统化工行业大多处于落后水平逐渐淘汰萎缩，而煤制烯烃、甲醇等新兴化工行业

在经过前几年的迅猛增长后，出现明显回落。1-9 月化工行业累计消耗动力煤 1.31 亿吨，同比下降 17.36%。不

过近期甲醇产能开始再度增加，化工行业对动力煤的需求企稳重新回升。 

图 21：化工行业用煤量及同比（万吨/%）            图 22：供热行业用煤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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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也在提升，消费水平明显提升，供热行业动力煤

需求也在稳定增长。1-9 月累计消耗动力煤 1.59 亿吨，同比增加 7.84%。不过受制于能源与环保政策，供

热行业对动力煤的需求增长空间有限。 

 

（三）动力煤生产持续减少，需求增长平稳，去库存效果明显，阶段性供应不足矛盾较为突出 

综上所述，虽然动力煤产量稳定增长，但由于进口受限，全国动力煤供应增长仍不及需求，2017 年至今除 4、

5 月份供应过剩外，基本上都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根据相关部门数据推算，1-9 月累计供应缺口 1.205 亿吨，

很好地达到了去库存的目的。 

图 23：动力煤供需平衡图（万吨）                       

 
图 24：国有重点煤矿库存及同比（万吨/%）         图 25：动力煤港口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研究所                        

跟踪国有重点煤矿库存数据，自 2016 年 1 月以来持续下降，至 2017 年 9 月底为 2506 万吨，较去年

同期降幅高达 38.9%。我们预期 2018 年动力煤供需矛盾仍大致处于相对平衡中。其中，需求旺季的阶段性

供应不足将是常态化的局面，不过随着优质产能的释放，不足的程度将明显改善。 

不过从煤炭港口库存和电厂库存看，则处于增长之中。其中秦皇岛库存高达 700 万吨，曹妃甸港口库存也在

300 万吨以上，对价格上行构成一定的压力。 

 

三、2018 年走势分析：需求增长平稳，政策决定供应，动力煤高位震荡 

（一）动力煤主要影响因素分析：政策主导是核心因素，阶段性供应不足矛盾依旧 

我们认为，在 2018 年，政府的政策主导依然是决定动力煤价格的主要因素，动力煤生产增长有限，需求增

长平稳，阶段性供应不足矛盾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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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保限产政策常态化，供应增长有限 

如前文所述，环保限产将成为常态，不过限产程度不会大于今年，或者说有一定的松动，主要原因是因

为 2017 年存在内蒙古 70 周年大庆以及沙漠论坛、十九大等重大会议因素，而 2018 年将相对平淡。同时

先进产能的释放也将逐步到位。因此 2018 年动力煤供应将会有所增长。 

 

2、国家稳定电价，煤电行业博弈 

今年影响动力煤价格的重要因素，是围绕煤炭行业与电力行业利益分配切割的重大博弈。之前多年的盈

利使得电力行业忍受了 2016、2017 年价格的上升。电价是相对刚性的，国家要控制物价水平，不会轻易

启动煤电联动机制，因此当动力煤现货价格高企的时候，电力部门施加给国家相关部门的压力是强大的。所

以动力煤期货价格目前被压制在 600-650 之间波动。     

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目前处于 62 左右，与去年同期大致相当，考虑今年闰月情况，真正进入采暖高峰

还有时日，后续增长势在必然。同时观察六大发电集团库存情况，在政府的有效协调下，库存已悄然回升到 20

天以上的水平。  

图 26：六大电力集团动力煤库存（万吨/天）          图 27：六大电力集团日均耗煤量（万吨/天）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研究所 

3、水电供应将稳定增长，部分平衡需求增长 

2018 年水电增长应是一个重要因素。2017 年泄洪导致水电供应不足的问题，或者说技术性错误应不

会再现。因此火电压力的减少将显著缓解动力煤需求，对动力煤价格构成一定的利空影响。 

4、夏季与采暖季的季节性需求增量明显 

作为一个需求季节性明显行业，动力煤价格走势也将受到这种供需矛盾变化的影响。夏季降温和冬季采

暖仍将是市场炒作的主题。 

（二）2018 年动力煤走势展望——全年高位区间震荡 

1、2017-2018 冬季采暖季，需求支持价格逐步回升 

预计此阶段动力煤 1801 合约将继续震荡走高，带动 1805 合约跟涨。其中郑煤 1801 合约价格区间将

在 620-700 之间，甚至有望突破到 730 一线。1805 合约则在 570-650 之间震荡。 

2、二季度回落空间有限，三季度高温推升 

利空因素主导前一阶段，动力煤主力合约价格降向 530 一线靠拢，寻求有效支撑。后期将企稳重新回升，并

有望达到 630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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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秋季需求不足，但环保限产限制回落空间 

秋季的价格回落空间有限，预计仍会在 550-630 之间震荡。 

 

4、2018-2019 采暖季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大致区间应在 600-680 之间。 

 

（三）投资策略建议 

1、 趋势性投资策略 

投资者可以参与取暖季与夏季的上涨行情，在二季度初和 9、10 月之间视情况可逢高沽空郑煤主力合约。 

2、套期保值策略 

贸易及电力企业取暖季与夏季应坚决执行买入套保，而煤矿等生产企业包括贸易企业也应在二季度初和 9、

10 月及时做好卖出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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