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焦维持多头思路 

 

 

 

 

 

 
 

 

 

 

 

 

 

 

 

 

 

 

 

 

 

 

主要内容： 

 

 上周双焦维持高位运行，下游钢材先跌后涨，依然维持强势行

情。唐山环保限产及江苏省焦化去产能政策提振市场情绪，期

货多头主动增仓推涨，焦炭强势拉涨推升市场做多氛围，盘面

强势回升。 

 政策目的比较明显，有自己焦化厂的钢厂今年外采提升到 50%，

2019 年全部外采（像沙钢这种特大型高炉企业可保留 20%焦炭

自产），其余地区独立焦化厂今年年底全部停产。此前认为焦煤

焦炭价格将由需求端来决定逐渐转变为供给侧的逻辑。 

 焦煤 1809合约逢 1200一线建立多单，焦炭可在 1960上方建立

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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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上周双焦维持高位运行，下游钢材先跌后涨，依然维持强势行情。唐山环保

限产及江苏省焦化去产能政策提振市场情绪，期货多头主动增仓推涨，焦炭强势

拉涨推升市场做多氛围，盘面强势回升。 

近期，出台了两份对黑色产业影响较大的文件：一份是唐山公布的钢厂限产

减排，于今日（5 月 11 日）施行；另一份是江苏省发布的关于焦炭行业并购重

组和有望延长关停时间的建议。政策目的比较明显，有自己焦化厂的钢厂今年外

采提升到 50%，2019 年全部外采（像沙钢这种特大型高炉企业可保留 20%焦炭自

产），其余地区独立焦化厂今年年底全部停产。此前认为焦煤焦炭价格将由需求

端来决定逐渐转变为供给侧的逻辑。 

2018 年 5 月 11 日，河南平顶山焦炭(二级冶金焦)市场价格上涨 50 元/吨，

主流价格在 1830元/吨。山西太原焦炭(二级冶金焦)市场价格上涨 50 元/吨，主

流价格在 1650元/吨。山西临汾焦炭(二级冶金焦)市场价格持稳运行，主流价格

在 1600 元/吨。 

2018 年 5 月 11 日，河北省磁县六合工业有限公司炼焦煤(焦煤)价格暂稳，

出厂含税价在 1460 元/吨，炼焦煤市场成交尚可。河北唐山炼焦煤(焦精煤)市场

价格暂稳，主流价格在 1580元/吨左右。安徽淮北炼焦煤(主焦煤)市场价格平稳，

主流价格在 1450元/吨，炼焦煤市场成交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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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方面，唐山、邯郸、江苏省等地环保限产政策加码，中旬主导钢厂延续

挺价上调(沙钢螺纹涨 70 至 4140，河钢微涨)。旺季工地开工增多、需求较好，

对市场心态有支撑，市场情绪及预期再度转强。 

我们建议双焦维持多头思路，逢低建立多单。 

 

 

二、 投资策略 

1、趋势研判 

品种 最新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 3-6 个月评级 

方向 支撑 阻力 方向 

JM1809 1258.8 偏多 1200 1320 震荡偏多 

J1809 2070.5 偏多 1960 2160 震荡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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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煤 1809合约逢 1200一线建立多单，焦炭可在 1960上方建立多单。 

 

三、 风险提示 
1）钢厂开工率下降。 

2）美国政府全面实施对华不利的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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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螺纹库存及期货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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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焦炭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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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钢厂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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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号明申中心大厦 26楼 

电话：021-54071958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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