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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产能叠加高炉开工回升 下旬或会刺激焦价

-----3 月焦煤焦炭市场展望

2021 年 02 月 25 日

要点提示：

一、焦煤：生产平稳 煤价主要看需求

（一）焦煤产量稳中有升 现货价格开始走弱

（二）进口炼焦煤依旧受制约

（三）当期库存好于往年 但环比呈弱势

二、焦炭：新投产产能逐步释放 现货提降

（一）产能利用率接近极限 新产能逐步释放

（二）库存同比处于低位 现货提降100元/吨

三、高炉：开工弱势 成材库存预计还会累积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焦煤方面，国内生产较为稳定，且有小幅增加的趋势。澳煤进口暂无希望，蒙煤

进关处于弱势且短时期增幅有限，其他地区焦煤进口或维持平稳。配煤品种现货

价格下行，主焦煤价格一定程度下滑。库存周环比呈弱势但同比处于高位，拖累

煤价。需求端因焦企开工高且新投产产能开始释放，对焦煤价格有一定支撑。综

合来看，焦煤价格或呈现震荡走势。

焦炭方面，供应上基本满负荷生产，但需关注 3 月底淘汰产能的落实情况。需求

上，目前高炉开工处于弱势，预计 3 月底高炉开工或会回升；库存偏低，支撑焦

价。综合看，在高炉开工不回升的情况下，焦价或成震荡走势；但 3 月底若高炉

开工回升，叠加淘汰产能，届时或会刺激焦价。

操作上：

焦煤 JM2105：或围绕 1500 呈震荡走势；

焦炭 J2105 ：上旬或呈震荡走势，中下旬布局多单。

2021 年 3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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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2月份双焦行情呈现明显的先扬后抑走势，整体上节前双焦自低位上行，节后

高开低走，趋势顺畅。拉长时间周期来看，自双焦强势上行后，2月份双焦走势可

谓表现震荡。

究其原因，节前因供应偏紧、需求良好导致期价上行；节后，市场对节中供

需表现不乐观，一个是煤矿生产良好，一个是钢厂对焦炭多按需采购、焦炭库存

有累积，同时成材库存有较大增幅，在宏观面刺激走高后，双焦价格一路下行。

图 1：主力合约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焦煤：生产平稳 煤价主要看需求

（一）焦煤产量稳中有升 现货价格开始走弱

2020年国内原煤产量总计38.44亿吨，同比增长0.90%，不及往年4%-5%的增幅。

总体而言，供给侧改革后，国内煤炭产量预计将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因环保以及安

全等原因造成的停、限产影响也将有限。2020年国内炼焦煤产量4.85亿吨，同比增

长1500万吨，总体呈现上半年供应偏弱，下半年供应同比上升的状态。

2021年2月份，因多数国有大矿春节期间正常生产的原因，因假期带来的产量

影响同比缩小，从而影响现货价格。

节前炼焦煤价格均不同程度上行，而节后在经历需求平稳而现货累积的情况

下，主焦煤以及配煤品种都不同程度走弱，其中：临汾地区低硫焦煤价格下跌60-130

元/吨，其余与动力煤市场联系紧密的配煤品种也有50-100元/吨的下跌，偏弱运行。

但从月度数据来看，炼焦煤现货依旧维持上涨态势，综合炼焦煤指数环比上涨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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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国内焦煤产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进口炼焦煤依旧受制约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中国进口煤炭3908万吨，环比增加2732万吨。

2020年，进口煤炭3.04亿吨，比上年增长1.5%。进口炼焦煤357万吨，同比增长110%，

环比减少15万吨，下降4.03%；1-12月，累计进口炼焦煤7257万吨，同比下降2.6%。

往年焦煤主要进口国澳大利亚因为其自身原因，被中国限制从其进口炼焦煤多

月，目前随着2021年煤炭进口配额放开，依然未能放开进口澳洲煤，预计短期内其

对华出口仍不通畅。

蒙煤方面，节后进关陆续恢复，本周288口岸日均通车提升至400-500车，运费

下降，下游看弱情绪比较重，甘其毛都口岸蒙5原煤主流成交价在1120-1130元，蒙

5单一洗选精煤场地含税自提1450元，迁安沙河驿市场报价1810元/吨。

其他地区进口焦煤成交量不大，现货报价较为稳定。

图 3：进口焦煤来源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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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期库存好于往年 但环比呈弱势

库存方面，截至2月19日，国内焦煤社会库存合计2103万吨，同比增加114万吨

或5.78%。库存结构上，港口合计库存255万吨，同比减少334万吨或56.712%；独立

焦企库存887万吨同比增加104万吨或13.27%；样本钢厂961万吨同比增加332万吨或

52.95%。

2月24日Mysteel统计全国110家洗煤厂样本：开工率66.00%较上期值增5.03%；

日均产量54.77万吨增5.33万吨；原煤库存259.65万吨增6.97万吨；精煤库存182.63

万吨降33.79万吨。

整体原煤库存目前好于往年，走势上来看与往年类似，均处于高位回落状态，

中短期内库存或进一步小幅回落后呈平稳走势。

图 4：焦煤周度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焦炭：新投产产能逐步释放 现货提降

（一）产能利用率接近极限 新产能逐步释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份，全国焦炭产量3972万吨，同比增长1.2%；

1-12月，全国焦炭产量47116万吨，同比减少10万吨。

My steel统计全样本独立焦企：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90.71%，环比上周增

0.79%，日均产量74.92，增0.65；统计全国230家独立焦企样本：剔除淘汰产能的

利用率为91.19%，环比上周增1.10%，日均产量64.98，增0.72；统计全国247家钢

厂样本：焦炭日产48.66，减0.03，剔除淘汰产能利用率90.89%，减0.40%。

从产能利用率来看，目前剔除淘汰产能后的90%以上的利用率，差不多已经接

近生产极限，考虑到检修、突发状况等原因，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不大。

这在现有产能上制约焦炭产量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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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焦炭开工率（未剔除淘汰产能）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新产能投产方面，2021年已淘汰产能396万吨，新增1225万吨，净新增829万吨；

2020年新增3638万吨。新焦炉一般需要为期3个月的烘炉才能达产，因此2020年新

增焦炉基本已经达满产条件，2021年截至目前新增焦炉1月份520万吨、2月份450

万吨还需要一定时间。

3月份淘汰焦炉产能较大约1000万吨，同时预计有970万吨新投产，接下来预计

2季度有接近2000万吨新投产，淘汰700万吨。因此2季度开始新产能将会逐步释放。

（二）库存同比处于低位 现货提降100元/吨

库存方面，国内焦炭社会库存653万吨，同比减少189万吨或22.41%，其中独立

焦企焦炭库存51万吨，同下滑50万吨或49.59%；港口合计185万吨同比下跌35.03%，

钢厂存焦416万吨，较为稳定。

其中，独立焦企库存在春节期间经历较大幅度的累积，数据显示2月5日库存22

万吨，2月19日库存51万吨。这与钢厂按需采购，自身库存较高同时对一季度末成

材需求较悲观的预期有关，造成独立焦企库存增加。

这就造成现货端钢厂提出降价，2月20日开始第一轮提降100元/吨迅速落实，

市场预计在焦企利润高位，钢厂利润微薄的背景下，因下游需求带动的对焦炭的提

降还将会持续2轮左右，也就是现货还有200元/吨的下降空间。

据统计全国平均吨焦盈利1002元，较上周持平；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1024

元，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1053元，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941元，河北准一级焦平

均盈利962元。从焦企利润来看，如果成材需求不足导致钢厂生产意愿降低，现货

提降大概率会被落实。

进出口方面，2020年因国外需求不足导致进出口形势逆转，但从12月份数据来

看，出口上升进口回落，随着国外需求的回升以及国内新产能投产，进出口形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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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会再一次反转，不过好在其绝对量不大，对国内焦价影响有限。

图 6：国内焦炭总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四、高炉：开工弱势 成材库存预计还会累积

高炉方面，全国高炉开工节后小幅回升，唐山高炉因检修、环保等原因处于弱

势地位。目前唐山高炉开工率67.46%，全国高炉开工率66.44%。

重点钢厂日均生铁产量192万吨，同比增长约17万吨每日，同比处在历史高位。

社会钢材库存1803万吨，同比弱于2020年，但与2019、2018年持平，往年趋势看，

成材库存预计还会经历为期一个月的累库，也即3月份成材库存还会处在累库阶段。

图 7：高炉开工率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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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社会钢材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图 9：盘面钢厂利润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五、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焦煤方面，国内生产较为稳定，且有小幅增加的趋势。澳煤进口暂无希望，蒙

煤进关处于弱势且短时期增幅有限，其他地区焦煤进口或维持平稳。配煤品种现货

价格下行，主焦煤价格一定程度下滑。库存周环比呈弱势但同比处于高位，拖累煤

价。需求端因焦企开工高且新投产产能开始释放，对焦煤价格有一定支撑。综合来

看，焦煤价格或呈现震荡走势。

焦炭方面，供应上基本满负荷生产，但需关注3月底淘汰产能的落实情况。需

求上，目前高炉开工处于弱势，预计3月底高炉开工或会回升；库存偏低，支撑焦

价。综合看，在高炉开工不回升的情况下，焦价或成震荡走势；但3月底若高炉开

工回升，叠加淘汰产能，届时或会刺激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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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上：

焦煤JM2105：或围绕1500呈震荡走势；

焦炭J2105 ：上旬或呈震荡走势，中下旬布局多单。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

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

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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