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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一、焦煤：生产端受安全检查影响较大

（一）安全检查对煤炭生产造成较大影响

（二）蒙古疫情日趋严重 焦煤进口受制约

（三）库存向需求端转移 现货价格偏强

二、焦炭：焦企因环保不同程度限产 现货提涨

（一）焦企生产积极 限产范围扩大

（二）焦炭社会库存维持平稳 现货第三轮提涨

三、高炉：重点关注钢厂限产情况 产需双旺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焦煤方面，主要还是关注安全带来的煤矿限产，预计近期安全监管会从严进

行，国内煤炭供应将会收紧；同时焦煤进口偏紧，俄加等国焦煤进口不能弥补澳

煤量，叠加蒙古因疫情导致进关困难，整体国内焦煤供应较为紧张。

焦炭方面，焦企面临不同程度限产，同时淘汰产能略有加快，但新增产能较

大，整体焦炭供应在目前利润较好的情况下，能够满足需求。下游需求上，目前

主要关注钢厂限产是否拓宽，目前情况下焦炭供应较为紧张。

综上，焦煤供应较为紧张，焦企生产积极，对焦煤需求充沛，钢厂亦积极开

工。在钢厂利润充沛的情况下，焦炭现货有进一步提涨的可能，今儿对焦煤价格

也有支撑。目前主要关注点在焦钢限产，需持续跟进。

操作上：

焦煤 JM2109：底部支撑或在 1700，可适当多单参与；

焦炭 J2109 ：关注限产情况，参考区间 2550-3000。

2021 年 5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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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4月份焦煤价格逐步走强并创新高，在月报中我们提出“焦煤JM2109：底部支

撑或在1600，可适当多单参与”的观点，结合4月份行情来看，4月12日主力09合

约微幅下探1600后开始走强，截至4月26日向上突破1800创历史新高。行情走势与

我们的观点相契合。

焦炭4月份整体走强，主要原因在于焦煤因安监原因价格坚挺以及因环保原因

导致焦企限产，我们预计“焦炭受政策影响较大”，目前来看焦炭价格确实受到

较大环保等政策影响，并超出我们此前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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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端受安全检查影响较大

（一）安全检查对煤炭生产造成较大影响

一季度，全国原煤生产9.7亿吨，同比增长16.0%，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5.4%，

两年平均增长7.4%；其中3月份，生产原煤3.4亿吨，同比下降0.2%，比2019年3月

份增长9.4%，两年平均增长4.6%，日均产量1099万吨。同比去年煤炭因疫情后集中

生产，今年3月份煤炭生产同比小幅下降。

前期矿山发生多次事故，4月份山西、新疆又发生两次煤矿事故，4月14日，全

国矿山安全生产紧急视频会议召开，并前期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2月24日发布紧急

通知，要求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等安监要求，随后山西立即开展持续到年底的煤

矿安全大排查，4月11日至21日，山西省应急厅责令4座煤矿停产整顿，同时山东、

新疆等地均有不同程度安全检查。

作为国家安全生产行动计划关键年份，同时接下来会迎来建党100周年纪念日，

煤矿生产安全预计会从严，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整顿预计对煤炭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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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国内原煤产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蒙古疫情日趋严重 焦煤进口受制约

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3月份，中国进口炼焦煤491万吨，同比下降13%，环比增

长52.01%。2021年1-3月，累积进口炼焦煤1125万吨，同比下降45.9%。

截至目前，进口自澳大利亚的焦煤量已经连续4个月为0，且目前来看依旧没有

放开进口预期。

蒙古国方面，3月份进口蒙煤217万吨，环比增长25%，但同比减少33%；1-3月

累计进口608万吨，同比减少10%。进口减少原因主要在蒙古国内疫情蔓延，目前日

新增感染数在1000以上，导致通关车辆受限，进口蒙煤收紧。目前日进关车辆维持

在每日几十车水平，甚至有0通关情况，导致口岸蒙古炼焦煤现货价格攀升。

图 3：进口焦煤来源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与此同时，进口自其他国家的炼焦煤有一定程度放量，1-3月进口俄罗斯炼焦

煤143万吨、加拿大197万吨，同比增幅较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进口煤不足，

但重量仍旧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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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库存向需求端转移 现货价格偏强

库存方面，截至4月27日，国内焦煤社会库存合计2011万吨，同比增加37万吨

或1.88%。库存结构上，港口合计库存389万吨，同比减少181万吨或32%；独立焦企

库存773万吨同比增加148万吨或24%；样本钢厂849万吨同比增加70万吨或9%。

Mysteel统计全国110家洗煤厂样本：开工率73.34%较上期值降0.66%；日均产

量61.83万吨增0.79万吨；原煤库存263.77万吨降0.55万吨；精煤库存157.62万吨

降9.91万吨。

目前国内焦煤社会库存开始维持平稳，趋势与2019年类似，洗煤厂开工率处在

同期偏低位置。目前主要面临环保及安监导致的原煤紧张，山西环保督察使得部分

煤矿自行限产；贵州部分中、高风险煤矿停产，原煤紧缺洗煤厂开工率下降。焦煤

现货较为紧张，下游开始补库，精煤供应偏紧。

图 4：焦煤社会周度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现货方面，综合炼焦煤指数月度环比上行3.38%，月度低硫主焦煤价格大幅上

涨10.41%，高硫肥煤上涨7.71%，中高硫主焦煤价格也有小幅上升。

三、焦炭：焦企因环保不同程度限产 现货提涨

（一）焦企生产积极 限产范围扩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全国焦炭产量3979万吨，同比增长4.7%，较2019

年的3810万吨增长4.44%。1-3月份，全国焦炭产量11897万吨，同比增长8.6%，增

幅较前两月收窄1.7个百分点，较2019年扩大1.3个百分点。

Mysteel统计独立焦企全样本：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85.51%，环比上周减

1.36%；日均产量69.86，减1.56；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86.18%，环比上周减

1.54%；日均产量60.81，减1.55。

从产能利用率来看，目前剔除淘汰产能后的85.51%的利用率，较前期89%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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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主因近期有落后产能淘汰以及部分地区焦企限产，制约了焦炭的产量。

因环保压力，不同地区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加快步骤，同时部分地区焦企开始

有限产情况，长治地区焦企部分限产20%-50%、汾阳地区捣固焦限产5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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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月份预计新增产能1900万吨，1-3月份新增1600万吨。

淘汰产能方面，一季度已淘汰产能落后于预期，4月份淘汰产能因环保督察而

略快于预期，但总量不大，另外6月份预计有800万吨淘汰，之后淘汰规模均较小。

2021年度，预计总淘汰产能2785万吨，新增6445万吨，净新增3660万吨。

（二）焦炭社会库存维持平稳 现货第三轮提涨

库存方面，国内焦炭社会库存767万吨，同比减少132万吨或15%，其中独立焦

企焦炭库存33万吨，同下滑44万吨或57%；港口合计265万吨同比下跌67万吨或20%，

钢厂存焦468万吨，小幅下滑。

其中，独立焦企库存大幅下降，从本年度3月末高峰76万吨快速下降，这与近

期焦炭现货提涨，下游需求良好相互映衬。港口库存回升，贸易商交投开始活跃。

现货端，截至4月28日，焦炭现货经历3轮提涨。随着焦炭现货价格的下跌，焦

钢利润历经调整，盘面利润钢厂约1300元/吨，已经好于焦企300元/吨。

据统计全国平均吨焦盈利374元，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404元，山东准一级焦

平均盈利401元，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283元，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403元。焦企

利润较前期高峰时减半，但利润尚可，焦企生产仍旧积极。

进出口方面，3月份出口焦炭及半焦62万吨，进口下降，国外对焦炭需求回升

导致进出口形势在今年再次逆转，不过好在绝对量不大，暂时对国内焦炭市场不造

成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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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国内焦炭社会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四、高炉：重点关注钢厂限产情况 产需双旺

3月份唐山市要求今年全年23家长流程钢铁企业全部限产减排30%—50%后，唐

山高炉开工大幅下跌，之后再高利润的驱使下略有回升，限产令将影响全年铁水产

量接近3000万吨左右。

调研数据显示钢厂高炉开工率（剔除淘汰产能）79.43%，同比下降7.68%；高

炉炼铁产能利用率88.75%，同比增加1.50%；日均铁水产量236.23万吨，同比增加

4.00万吨。

目前来看，高炉限产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钢材价格高企同时社会库存连

续多周下滑的背景下，短期内大范围高炉限产的概率较小；但不排除个别地区会出

台限产政策，需要重点关注。

主要城市社会钢材库存1724万吨，同比减少290万吨或14%；3月份自高位后连

续7周下跌，整体趋势与往年类似；整体库存低于2020年，但高于2019年。

后期主要关注钢厂限产是否会继续扩张，在目前高利润下，钢厂主动限产可能

性不大，主要看政策情况。另外下游需求旺季到来，钢材社会库存或会进一步下跌，

届时利润传导或会促使焦炭现货价格进一步提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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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高炉开工率（未剔除淘汰产能）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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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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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焦煤方面，主要还是关注安全带来的煤矿限产，预计近期安全监管会从严进行，

国内煤炭供应将会收紧；同时焦煤进口偏紧，俄加等国焦煤进口不能弥补澳煤量，

叠加蒙古因疫情导致进关困难，整体国内焦煤供应较为紧张。

焦炭方面，焦企面临不同程度限产，同时淘汰产能略有加快，但新增产能较大，

整体焦炭供应在目前利润较好的情况下，能够满足需求。下游需求上，目前主要关

注钢厂限产是否拓宽，目前情况下焦炭供应较为紧张。

综上，焦煤供应较为紧张，焦企生产积极，对焦煤需求充沛，钢厂亦积极开工。

在钢厂利润充沛的情况下，焦炭现货有进一步提涨的可能，今儿对焦煤价格也有支

撑。目前主要关注点在焦钢限产，需持续跟进。

操作上：

焦煤JM2109：底部支撑或在1700，可适当多单参与；

焦炭J2109 ：关注限产情况，参考区间255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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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190号 华邦世贸中心超高层写字楼40、41层

电话：400-882-0628、62839040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黑色期货研究组

何 磊 分析师 F3033837/Z0014522

闫 丰 首席分析师 F0251054/Z000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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