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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市场，控风险

重理性，慎投资

双焦波动加大 不宜轻易做空

---7 月焦煤焦炭市场展望

2021 年 06 月 30 日

要点提示：

一、焦煤：限产影响较大 进口依旧不足

（一）近期煤矿停产范围扩大 预计7月5日恢复生产

（二）进口焦煤数量下滑 后期预计走稳

（三）现货价短期涨幅较大 预计后期会企稳回落

二、焦炭：焦企生产积极 总体供应依旧偏紧

（一）七一后焦企开工率预计会回升

（二）焦炭社会库存同比偏低 向钢厂转移

三、高炉：钢厂开工七一后预计快速恢复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焦煤方面，近期因七一带来限产情况较大，节后随着煤矿的逐步复产，焦煤供应

将会回升；但国内焦煤供应总体偏紧事实难改，且进口煤运行不畅，焦煤价格有

支撑，切勿随意做空，但需注意因舆论带来的价格回落。

焦炭方面，高利润驱使下焦企开工积极，焦企库存低，下游需求良好。不过钢厂

利润微薄，现货进一步提涨压力较大，焦钢博弈增加。但优质资源供应依旧紧俏，

随着后期逐步复产和新投产产能的运行，焦炭紧张局面预计会有所缓解。因此，

焦炭不宜继续最高，但下跌空间亦有限。

操作上：

焦煤 JM2109：参考区间 1800-2100；

焦炭 J2109 ：参考区间 2500-2900。

2021 年 7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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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6月份焦煤期货震荡偏强走势，在月报中我们提出“焦煤JM2109：参考区间

1600-1900，建议逢低开多”的观点，结合6月份行情来看，在多次生产事故等背

景下，煤炭生产全面收紧，焦煤价格震荡走强。

焦炭期货6月份亦震荡走强，主要原因是上游焦煤价格支撑，环保等政策对焦

企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下游钢厂需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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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产影响较大 进口依旧不足

（一）近期煤矿停产范围扩大 预计7月5日恢复生产

国家统计局数据，5月份生产原煤3.3亿吨，同比增长0.6%，比2019年同期增长

0.6%，两年平均增长0.3%，日均产量1053万吨；1-5月份，生产原煤16.2亿吨，同

比增长8.8%，比2019年同期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4.8%。

6月份，在前期发生多起煤矿生产事故后，多地区煤矿开始安全检查；同时在

建党100周年的背景下，各地区在安全、环保等方面也提高要求，对煤炭生产造成

一定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多地区发布停产限产通知。山东能源集团通知要求6

月22日至7月5日，灾害严重等矿井严格执行停产和限产规定，6月30日至7月2日，

全集团所有矿井一律停产检修或放假。江西要求从6月21日至7月4日，所有煤矿一

律停产。湖北从6月15日至7月5日，已经复工复产的煤矿停止井下一切采掘活动，

未复工复产的煤矿暂不开工。山西地区涉及停产产能接近2亿吨，占山西总产能的

23%，且停产煤矿主要以焦煤为主，平均停产时间约12天，影响原煤产量约610万吨，

其中以吕梁地区影响最大，涉及产能6245万吨，以优质主焦煤为主。造成焦企对焦

煤采购节奏加快，刺激现货价格。

同时，在运输方面也受到影响，如神木市所有煤矿从6月28日早上8点起，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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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山西、河北、北京方向车辆装煤出厂，山西、河北车辆进行交通管制，正常时间

另行通知。

总体而言，为百年庆祝，以及安全检查，近期煤炭生产遭遇较大范围停产、限

产，造成煤炭产量有所收缩，特别是对焦煤产量影响较大；预计7月5日后，煤炭生

产将会逐步恢复。因此，近期因限产带来的焦煤价格大幅上涨，在7月中下旬可能

支撑不再。但部分煤矿在安全压力下，复产时间不定，因此需谨慎看待煤矿复产带

来的影响，密切关注相关政策变动。

图 2：国内原煤产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进口焦煤数量下滑 后期预计走稳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5月份，我国进口煤及褐煤2104.0万吨，环比下降

3.2%，同比下降4.6%。2021年1-5月份，我国累计进口煤及褐煤11116.6万吨，同比

下降25.2%。

5月份，进口炼焦煤341万吨，同比下降28.7%，环比下降2.01%。1-5月，累计

进口炼焦煤1815万吨，同比下降43%。5月份，进口无烟煤77万吨，同比增长76.4%，

环比下降10.47%。1-5月，中国累计进口无烟煤351万吨，同比增长15.3%。

截至目前，进口自澳大利亚的焦煤量已经连续6个月为0，短期内澳煤进口依旧

无放开预期。

蒙古国方面，5月份进口蒙古焦煤80万吨，同比下滑90万吨；1-5月累计进口150

万吨，同比增长45万吨。因蒙古疫情扩散，导致通关车辆受限，目前甘其毛都口岸

暂停通关，策克口岸通关车辆较低，进口蒙煤收紧，导致口岸蒙古炼焦煤可售资源

少，现货价格攀升。

与此同时，进口自其他国家的炼焦煤合计77万吨，绝对量不大波动亦较为平稳，

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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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进口焦煤来源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现货价短期涨幅较大 预计后期会企稳回落

库存方面，截至6月28日，国内焦煤社会库存合计2073万吨，同比持平。库存

结构上，港口合计库存506万吨，同比减少26万吨或5%；独立焦企库存778万吨，同

比增加30万吨或4%；样本钢厂788万吨，同比增加9万吨或1%。Mysteel统计全国110

家洗煤厂样本：开工率70.99%，日均产量59.18万吨，原煤库存226.81万吨，精煤

库存160.63万吨。

目前国内焦煤社会库存开始维持平稳，趋势上与往年近阶段开始累库不同，体

现焦煤现货供应较为紧张，现货价格，综合炼焦煤指数月度环比上行20%，月度低

硫主焦煤价格上涨10%，中高硫主焦煤价格也上升19%左右，配煤品种也大幅上涨。

因近期煤矿密集停产，现货市场焦煤价格涨幅较大，七一节后，煤矿会集中复

产，届时现货价格预计会一定程度走弱。

图 4：焦煤社会周度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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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炭：焦企生产积极 总体供应依旧偏紧

（一）七一后焦企开工率预计会回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焦炭产量3915万吨，环比小幅下降19万吨，

同比增长0.3%；1-5月，全国焦炭产量19818万吨，同比增长5.9%。Mysteel统计独

立焦企全样本：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86.74%，环比上周减1.24%；日均产量

72.99，减0.73；焦炭库存51.11减11.72；炼焦煤总库存1595.44，减52.87，平均

可用天数16.44天，减0.37天。

从产能利用率来看，目前剔除淘汰产能后的利用率，较前期有小幅下降，预计

在七一前利用率会有进一步下行，目前多地区均有焖炉计划。吕梁孝义地区焦企

2021年6月29日0时至2021年7月1日24时焦炉焖炉保温，影响产量3.6万吨/天。济宁

地区部分焦企限产幅度在10%-20%，莱芜地区个别焦企限产20%，枣庄地区个别焦企

限产10%，滨州地区个别焦企限产幅度达30%以上等。

目前来看，焦企生产影响主要在七一之前，预计节后生产将逐渐恢复，焦企开

工率将会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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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焦炭社会库存同比偏低 向钢厂转移

库存方面，国内焦炭社会库存654万吨，同比减少163万吨或20%，其中独立焦

企焦炭库存26万吨，同下滑12万吨或31%；港口合计188万吨，同比下跌126万吨或

40%，钢厂存焦439万吨，同比下跌24万吨或5%。钢厂存焦降幅较小，表明现货较为

抢手，钢厂采购积极，但焦企产量偏紧，增库有难度。

其中，独立焦企库存自前期高位下降后维持低位平稳，与近期焦炭现货提涨，

下游需求良好相互映衬。现货端，截至6月28日，焦炭现货经历1轮提涨，落实时间

较长，这与焦企盈利丰厚，钢厂利润微薄不无关系。据统计全国平均吨焦盈利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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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728元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921元，内蒙二级焦平均盈

利652元，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766元。在高利润的驱使下，焦企在政策范围内开

工积极。

进出口方面，5月份出口焦炭及半焦65万吨，维持平稳，进口11万吨，绝对量

不大，暂时对国内焦炭市场不造成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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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开工七一后预计快速恢复

调研数据显示全国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79.69%，同比去年下降11.33%；高炉

炼铁产能利用率91.17%，环比下降0.50%，同比下降2.18%；钢厂盈利率74.46%，环

比下降11.69%，同比下降19.05%；日均铁水产量242.67万吨，环比下降1.34万吨，

同比下降5.81万吨。

目前高炉利用率因政策压力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时在原料价格坚挺，钢材价格

高位回落的背景下，钢厂利润较为微博，这对焦炭价格进一步提涨形成较大压力，

这也在本轮焦炭价格提涨过程中表现较为明显。

主要城市社会钢材库存1445万吨，同比持平，整体库存低于2020年，但高于2019

年，前期我们预测“接下来社会库存将继续小幅下滑后逐步维持稳定”，目前来看，

在5月份下旬开始，钢材社会库存就开始企稳。结合往年库存会维持3个月平稳势头，

同时近期钢厂有限产情况，预计后期社会库存会有小幅下滑，然后开始回归平稳。

目前钢厂有一定程度限产，预计七一后开始逐步复产，总体影响可控。后期是

否继续限产有待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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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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七一带来限产情况较大，节后随着煤矿的逐步复产，焦煤供

应将会回升；但国内焦煤供应总体偏紧事实难改，且进口煤运行不畅，焦煤价格有

支撑，切勿随意做空，但需注意因舆论带来的价格回落。

焦炭方面，高利润驱使下焦企开工积极，焦企库存低，下游需求良好。不过钢

厂利润微薄，现货进一步提涨压力较大，焦钢博弈增加。但优质资源供应依旧紧俏，

随着后期逐步复产和新投产产能的运行，焦炭紧张局面预计会有所缓解。因此，焦

炭不宜继续最高，但下跌空间亦有限。

操作上：

焦煤JM2109：参考区间1800-2100；

焦炭J2109 ：参考区间250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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