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求不振 焦煤焦炭走弱 

 

 

 

 

 

 
 

 

 

 

 

 

 

 

 

 

 

 

 

 

 

 

主要内容： 

 

 上周，钢材社会库存不降反增，颠覆了市场对于库存的预期。

由于市场普遍认为库存过高是正常的过节现象，黑色整体仍然

较为乐观。但随着元宵节的结束，库存并未下降，反映终端需

求大幅不及预期。因此，双焦被动下跌。目前，北方部分地区

因政策限制制约了工地开工，需求较往年推迟半个月，或会在

3月下旬大面积开工，短期来看黑色弱势局面较难改变。后期，

关注开工率是否能够回升。 

 节后，需求不振，房地产竣工面积同比转负值，都是未来利空

黑色系的主因。建议目前空头为主，同时关注市场需求是否能

够回暖。 

 建议在 1300-1350 区域逢高进场空焦煤 1805 合约；焦炭可以依

托 2150一线埋伏空单。 

 风险提示：1）钢厂检修增加。2）现货贸易商抛售风险、下游

需求失速下滑、钢厂执行限产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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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上周，钢材社会库存不降反增，颠覆了市场对于库存的预期。由于市场普遍

认为库存过高是正常的过节现象，黑色整体仍然较为乐观。但随着元宵节的结束，

库存并未下降，反映终端需求大幅不及预期。因此，双焦被动下跌。 

现货方面，2018 年 3 月 9 日，河南平顶山焦炭(二级冶金焦)市场价格持稳

运行，主流价格在 2080 元/吨。山西太原焦炭(二级冶金焦)市场价格持稳运行，

主流价格在 1800元/吨，市场成交尚可。山东潍坊焦炭(二级冶金焦)市场价格持

稳运行，主流价格在 2050元/吨，市场成交尚可。 

2018 年 3 月 9 日，河北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焦煤(主焦煤)价格平

稳，主流价格在 1570 元/吨，炼焦煤市场成交尚可。河北唐山炼焦煤(主焦煤)

市场价格平稳，主流价格在 1610元/吨。 

目前，北方部分地区因政策限制制约了工地开工，需求较往年推迟半个月，

或会在 3月下旬大面积开工，短期来看黑色弱势局面较难改变。后期，关注开工

率是否能够回升。 

2018 年 1-2 月份，全国共进口煤炭 4871.4 万吨，同比增长 14.4%，累计进

口金额 410410万美元，同比增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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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是近其利空黑色系品种的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

钢材进口关税提高到 25% 的水平，现然不利于中国钢材出口。当然主要影响层

面是心里侧面，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触角升入钢材领域。黑色系需求的主要来

源仍然是中国自身。 

节后，需求不振，房地产竣工面积同比转负值，都是未来利空黑色系的主因。

建议目前空头为主，同时关注市场需求是否能够回暖。 

 

二、 投资策略 

1、趋势研判 

品种 收盘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 3-6 个月评级 

方向 支撑 阻力 方向 

JM1805 1296 下跌 1220 1380 中性偏空 

J1805 2063.5 下跌 1950 2180 中性偏空 

商品投资评级与相关定义： 

未来一周评级：震荡：预期未来一周涨幅在-3%～3%之间；上涨/下跌：预期未来

一周涨幅大于 3%/小于-3%。 

未来 3-6 个月评级：买入：预期涨幅大于 15%；中性偏多：预期涨幅在 5%～15%之

间；震荡：预期涨幅在-5%～5%之间；中性偏空：预期涨幅在-15%～-5%之间；卖

出：预期涨幅小于-15%。 

2、操作建议 

建议在 1300-1350区域逢高进场空焦煤 1805合约；焦炭可以依托 2150一线

埋伏空单。 

 

三、 风险提示 
1）钢厂检修增加。 

2）现货贸易商抛售风险、下游需求失速下滑、钢厂执行限产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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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与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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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国内大中型钢厂焦炭库存平均可用天数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  国内大中型钢厂焦煤库存平均可用天数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3  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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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全国盈利钢厂比例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5  全国螺纹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6  线螺上海采购量  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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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焦炭港口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8  焦煤港口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9  螺纹现货与期货价差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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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6 大发电集团煤炭库存及可用天数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1  房屋新开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2  房屋施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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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房屋竣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4  全国焦炭当月产量及同比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5  中国煤炭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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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山西动力煤价格走势  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7  山西炼焦煤价格走势  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8  商品综合指数走势与货币关系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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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月度进口动力煤数量及平均单价  万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0  月度进口炼焦煤数量及平均单价  万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1  社会钢材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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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全国粗钢产量及产能利用率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3  钢厂现货毛利润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4  钢厂盘面利润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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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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