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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投资策略报告-焦炭焦煤
一、2018 年 8 月份行情回顾
8 月初至 8 月中旬，焦炭强势上涨，J1901 合约从 2200 点最高上涨至 2720 点，涨幅 23.6%，随着环保督查进
驻山西，预期利好落实，焦炭开始调整，截止月底焦炭收于 2426 点。
月初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布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文件中要求唐山、邯郸、安阳市不允许新
建、扩建钢铁项目，禁止外地企业搬迁转移至此地，河北、山西省全面启动 4.3 米及以下，运行寿命超过 10 年的
焦炉淘汰，同时叠加唐山等地区一直要求钢铁企业、烧结限产，焦化企业延长出焦时间和 8 月 20 日开始汾渭平原
地区将迎来中央环保组的全面督查预期，市场普遍预期焦炉开工率将会再一次下降，焦炭供应端会再次萎缩，焦炭
一路上涨。
图 1：焦炭品种日线走势图

图 2：焦煤品种期限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东吴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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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开始焦炭开始下跌一是市场担心河北地区采暖季高炉提前限产，焦炭需求受限； 二是焦炭现货价格高
位，港口焦炭价格倒挂，贸易商出货意愿强烈； 三是部分投资者认为第二轮环保督查限产力度一般，焦企开工率下
降力度不够； 四是 1 月合约面临着年前供需双弱的局面，有产业客户提前套保锁定利润。
焦煤的走势主要跟随焦炭，由于环保限产山西洗精煤厂关闭较多，中低硫焦煤价格稳中有涨，随着蒙古通关车
辆恢复，港口焦煤的库存压力一直较大，同时环保限产大环境下，焦煤需求受限，因此焦煤一直维持低位震荡行情。

二、焦炭供需平衡分析
1、高炉开工率维持低位，焦炭需求受限
虽然唐山地区 9 月份采暖季提前限产被证伪，但是有政策表明 9 月份唐山地区的限产力度要高于 8 月份，同时
10 月份之后全国各地都会执行采暖季限产，焦炭整体的需求面临较大考验。从数据来看今年整体高炉开工率要大幅
低于去年同期，截止 8 月 31 日，钢联统计的 163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为 76.54%，同比去年下降 7.7%，预计在十月
中旬之后整个高炉开工率会出现持续下降的过程，焦炭需求受限。
图 3：高炉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Mysteel、东吴期货研究所

2、焦炭库存总体维持低位，高利润下贸易商出货意愿加强
7 月份开始，钢价小幅走弱，钢厂打压焦企利润，港口贸易商出货意愿较强，现货价格持续走弱， 7 月份焦炭
现货累积降价 4 轮共 350 元/吨，随着焦炭现货降价，钢厂和焦化厂焦炭库存有所累积，但累库的速度明显低于去年
同期，根据钢联统计的 100 家独立焦企库存数据可以看出去年焦炭库存累积到 11 月份，最高达到 86 万吨，而今年
7 月份最高库存仅为 38 万吨，伴随着钢厂利润回升和环保限产力度加强，7 月底开始焦炭现货企稳反弹，到目前为
止焦炭累计提涨 6 轮共 600 元/吨，河北唐山地区一级冶金焦价格为 2600 元/吨，涨价后为 2700 元/吨，独立焦企
焦炭库存仅为 16 万吨，多数焦企订单充足，普遍没有库存或者库存很低。
虽然焦炭现货仍在涨价通道中，但是部分钢厂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涨价，港口焦炭库存较高，贸易商出货意愿
较强，港口价格倒挂现象严重，部分贸易商为了出货再次降价 100 元/吨，目前港口价格在 2450 左右， 港口价格
倒挂现象抑制了焦炭的反弹，且随着贸易商投机性需求减弱，后期钢厂库存将逐步回升，叠加整个钢材也面临着需
求不佳的状态，钢材价格走弱，钢厂势必会打压焦企利润，因此后期焦炭现货将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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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独立焦企和钢厂焦炭库存/万吨

图 5：焦炭港口库存数量/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东吴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Mysteel，东吴期货研究所

3、环保力度加强，支撑本轮双焦反弹
本月环保一直是支撑本轮焦炭反弹的主要因素，2018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
区域强化督查方案》，旨在进一步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及长三角地区等重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山西省
率先开展升级环保督查回头看，山西长治、临汾、孝义部分焦化厂限产 10%-40%、7 月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文件中要求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同月山西省印发《山西省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陕西省颁布《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 2018 年行动计划》这也是陕西省首次在非采暖
季限产。
7 月末《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提到，河北、山西省全面
启动炭化室高度在 4.3 米及以下、运行寿命超过 10 年的焦炉淘汰工作，这一措施对与焦化企业属于长期利好，截止
2016 年，4.3m 以下炭化室的焦化产能为 2000 万吨，占比 3%，如果严格执行的话，未来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
山西地区将淘汰落后产能 5000 万吨以上。8 月 20 日中央环保督察小组进驻山西，目前第一阶段巡查基本结束，
目前山西地区焦企普遍限产 30%-50%，焦企开工率下滑到 74.88%，相对于整个高炉开工率的下滑，焦炉开工率稍
显不足，目前第一阶段环保督查基本结束，焦炉开工率有望小幅提升，此外，徐州目前复产焦炉数量较少，后期仍有
较多不确定性，若徐州焦企再有复产，焦炭价格将继续承压。
4、焦企利润处于历史高位
从 3 月 28 日开始，J1901 合约焦炭的涨幅最高达到了 1060 点，盘面利润一度超过 1000 元/吨，现货利润目
前也达到 800 元/吨，目前焦化利润已经大幅偏离以往平均水平。
8 月 20 日中央环保督察小组进驻山西，同时叠加后期冬季采暖季限产和“以钢定焦”政策的实行都将进一步
缩减焦炭产能释放，市场普遍对于四季度环保预期很足，这也是焦炭上轮上涨的主要动力，但随着山西环保督查进
驻，市场普遍反应焦化限产预期稍显不足，同时由于整个 4.3 米以下焦炉占所有焦炉的 2/3，市场逐步意识到 4.3 米
以下高炉的淘汰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所以焦炭的供应端短期很难下降较多，而随着钢材价格回调，钢厂势必会
打压焦企利润，焦炭价格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提涨之后有望开启下跌通道，目前港口价格已经倒挂，贸易商出货意愿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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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河北炼焦虚拟利润/(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6：山西炼焦虚拟利润/(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5、出口或小幅增加
今年受人民币汇率影响，焦炭出口量要高于去年，1-7 月我国平均焦炭月出口量为 80.1 万吨，去年同期为 67.46
万吨，7 月份有所回落，7 月我国焦炭出口量为 81.6 万吨，目前港口焦炭价格已经倒挂，贸易商出货积极，同时由
于整体需求可能受限，预计 9 月焦炭出口会小幅增加。
图 7：焦炭出口量/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8：中间价（美元兑人民币）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三、焦煤供需平衡分析
1、洗精煤厂关闭，焦煤现货市场稳中偏强
2018 年蓝天保卫战第二阶段全面开展，环保督查组将对汾渭平原地区启动强化督查，虽然徐州地区焦企复产不
及预期对焦煤需求利空，但是从 8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国家煤矿安监局将开展煤矿安全生产督查，山西等地区洗煤厂
等企业关停较多，运城、晋中、临汾等地洗精煤厂环保不达标的全部断电检查，今年环保督查组到来前 80-90%的独
立小洗煤厂已经被停水断电，停产整顿，洗煤厂的关闭，直接导致炼焦精煤供应缩减，焦煤价格走高。同时由于 8 月
份柴油车限行导致运输压力增强的影响，焦煤供应减少，预计 9 月份焦煤价格稳中偏强。
8 月，临汾安泽地区低硫主焦煤价格累计涨 170 元/吨，山西吕梁地区主焦煤涨 30-80 元/吨不等，现临汾地区
主焦煤出矿含税 1650 元/吨，吕梁地区主焦煤出厂含税 1630 元/吨，柳林低硫主焦煤价格报 1590 元/吨，较月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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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40 元/吨。
进口焦煤价格由弱转强，澳峰中挥发硬焦煤由月初 163.25 美元/吨上涨 16.75 美元至 170 美元/吨，蒙古通关
车辆恢复到 800-1000 辆/天，蒙煤需求平淡，蒙 5#唐山到厂承兑报价至 1400 元/吨，下跌 50 元/吨，海关数据显
示，7 月份中国进口焦煤 744 万吨，同比增加 35.8%。
2、焦炉开工率受限，焦煤需求抑制
8 月 20 日环保督查小组入驻山西，山西地区焦企普遍限产 30-50%，9 月份唐山再次发布限产方案，同时 10
月份之后全国将进入采暖季限产周期以及徐州地区焦企再次闷炉、以钢定焦等都会抑制焦煤需求，但目前焦企利润
较高，采购焦煤积极性较强。
炼焦煤整体库存依旧维持较高水平，6 月份以来，焦煤就开始进行累库，库存高位也是限制其涨幅的主要因素，
但目前库存拐点已经出现，根据钢联数据，8 月份钢厂，焦化厂焦煤库存都出现一定程度下滑，月初 110 家钢厂焦
煤库存为 774.47 万吨，月底为 770.8 万吨，100 家独立焦化厂月初焦煤库存为 768.45 万吨，月底库存为 765.3 万
吨，整体来说焦化厂高利润下采购焦煤积极性较高，国内大中型钢厂、焦化厂炼焦煤平均库存可用天数在 14 天左右，
与去年同期持平，整体库存处于较低位置。
图 9：钢厂焦化厂焦煤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10：独立焦企焦煤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11：炼焦煤六大港口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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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口焦煤有望减少
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7 月中国炼焦煤进口量在 744 万吨，环比增加 119 万吨，上升 35.8%，1-7 月累计进口
焦煤 3662 万吨，同比下降 10.6%，近期由于受人民币贬值影响，进口焦煤成本进一步提升，叠加我国进口政策限
制影响，8 月份蒙古通关车辆正常，需求一般，预计接下来进口量有望减少。
图 12：炼焦煤净进口数量/万吨

图 13：炼焦煤分地区进口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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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煤供应预期基本持平
原煤 1-7 月份累计产量 20.06 亿吨左右，与去年同比增加 5.4%，7 月中国规模以上原煤产量 2.94 亿吨，同比
增加 8.5%，环比减少 1397 万吨，日均产煤 949.6 万吨，环比减少 78.2 万吨/天。7 月份受环保、安全检查、台
风降雨等因素影响，原煤生产受限，我们认为后期原煤后期的产量也很难有较大的释放，预计与去年同期水平持平。
图 15：原煤产量累计值/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综上所述，目前焦企利润可观，对于炼焦煤有一定的刚性需求，进口政策限制，蒙煤进口量维持平稳，澳洲进口
焦煤量也很难有较大提升，短期看焦煤库存拐点出现，弱势局面有所改观，但受制于环保大环境下整体需求受限，焦
煤维持低位震荡行情。

四、当前影响焦炭焦煤行情的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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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保限产依然是主旋律，8 月 20 日至 11 月 11 日为第二阶段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时间，山
西等地焦炉开工率受环保影响情况直接决定行情走势，同时河北唐山地区限产政策也会对焦炭对走势有较大
影响。
2、港口贸易商投机行为将会助推行情走势，目前港口库存相对高位，贸易商出货积极，虽然焦化厂仍
在涨价，但港口价格倒挂使得钢厂议价能力增强，后期港口库存下降后贸易商补库行为将对行情走势产生较
大推动。
3、焦炭盘面贴水现货较多，截止 2018 年 9 月 6 日，1901 合约贴水现货约 300 元/吨，同时供给侧改革
情况下，焦企高利润有望维持，焦炭价格底部有支撑。
4、焦煤库存出现拐点，后期有望上涨，但主要还是跟随焦炭。

五、后势展望与策略建议
（一）后市展望：高位区间震荡，调整为主
震荡区间：
焦炭1901

2250-2600

焦煤1809

1200-1350

（二）交易策略建议：
1、单边投资策略
近期策略：
焦炭2450附近逢多做空焦炭
焦煤1200-1350附近高抛低吸。
长线策略：逢低做多
2、对冲套利策略
焦炭：50附近1-5正套，止损0，止盈150

免责声明：
本刊中所有文章陈述的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文章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
更新情况不做任何保证，文章中作者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作为我公司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
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
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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