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贸易战正式开打，双焦将出现回落风险 

 

 

 

 

 

 
 

 

 

 

 

 

 

 

 

 

 

 

 

 

 

 

主要内容： 

 

 上周，受下游需求旺盛支撑，以及环保政策持续收紧的影响下，

黑色系商品整体走强，焦炭周涨幅更是达到 5.8%。最终，焦炭

收于 2196 元/吨，焦煤收于 1264，涨幅 0.8%。双焦走势分化，

焦炭明显强于焦煤。 

 目前，由于需求稳固、部分地区生产受到抑制，全国钢厂平均

吨钢利润处于高位，大约为 900 元，就产业链角度来说，我们

对于焦炭方面的需求预期持乐观看法。当然宏观贸易方面已出

现系统性风险，所以近阶段继续冒进看多双焦，已不合时宜。 

 我们判断，贸易战将对国内钢材需求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双

焦价格因此受到压制，建议多头本周暂时回避，待风波过后再

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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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上周，受下游需求旺盛支撑，以及环保政策持续收紧的影响下，黑色系商品整体走强，焦

炭周涨幅更是达到 5.8%。最终，焦炭收于 2196元/吨，焦煤收于 1264，涨幅 0.8%。双焦走势

分化，焦炭明显强于焦煤。 

本周首要关注贸易战产生的影响。2018年 6月 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

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其中对约 340 亿美元商品自 2018

年 7月 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同时就约 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中国于隔

日宣布，将对 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签署的一系列向中方

征税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原油和其他能源产品被计入征税清单。近几年中国都是美国原油的

最大买家之一，在过去六个月里，美国日均向中国出口 36.3 万桶原油，占美国日均出口量约

三分之一。 

下游需求方面，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全国粗钢日均产量 261.7万吨，创

出历史最高记录。生铁产量 215.8 万吨，钢材产量 313.1 万吨。当月，全国粗钢总产量 8113

万吨，环比增长 5.8%，同比增长 8.9%。1-5个月，粗钢产量 3.6986亿吨，同比增长 5.4%。 

目前，由于需求稳固、部分地区生产受到抑制，全国钢厂平均吨钢利润处于高位，大约为

900 元，就产业链角度来说，我们对于焦炭方面的需求预期持乐观看法。当然宏观贸易方面已

出现系统性风险，所以近阶段继续冒进看多双焦，已不合时宜。 

我们判断，贸易战将对国内钢材需求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双焦价格因此受到压制，建议

多头本周暂时回避，待风波过后再介入。 

 

二、 数据与图表 

2.1  双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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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中国焦炭价格指数 图表 2  山西炼焦煤价格走势  元/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3 山西动力煤价格走势  元/吨 图表 4  螺纹现货与期货价差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5冶金焦港口价格  元/吨 图表 6  冶金焦各地现货报价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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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报价方面，2018 年 6月 15日，山西临汾焦炭(二级冶金焦)市场价格持稳运行，

主流价格在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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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元/吨。山东潍坊焦炭(二级冶金焦)市场价格持稳运行，主流价格在 2250元/吨。 

 2018年 6月 15日，河北唐山炼焦煤(焦精煤)市场价格暂稳，主流价格在 1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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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7 主焦煤港口价格  元/吨 图表 8  主焦煤各地现货报价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2.2  库存与产量、进口量 

图表 9国内大中型钢厂焦炭库存平均可用天数 图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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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近期钢材社会库存表现超出预期，截至 6 月 15 日当周，统计的建材全国库存量

998.59 万吨，环比减少 37.32 万吨，下降 3.6%，已低至接近往年的平均值。热卷库存

则小幅回升，至 195.45 万吨，环比增加 0.81万吨，增长 0.4%，但仍处在较低水平。具

体以江苏和山东市场为例，今年以来卷板、中板的库存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临沂市

场的热卷库存在春节以后下降的特别明显，供货尤为紧张，几乎 90%以上的资源都是 5

月份当月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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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焦炭港口库存  万吨 图表 12  焦煤港口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3 6大发电集团煤炭库存及可用天数   图表 14  全国螺纹库存及期货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5  全国焦炭当月产量及同比  万吨   图表 16  主要钢厂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7  月度进口动力煤数量及平均单价  万

吨、美元/吨 

图表 18  月度进口炼焦煤数量及平均单价  万吨、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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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9  全国粗钢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2.3  需求 

今年房地产投资有可能超预期，从而对冲基建下滑。目前供给端比较健康，如果需

求走平，工业品盈利将保持高位，商品就可能重回之前的高度，黑色板块具备较大的想

象空间。 

汽车方面，自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出后，销量增速面临一定压力，但根据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5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176.8 万辆和 1179.2 万辆，产销

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3.8%和 5.7%，销量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2 个百分点，增速比 1-4

月提高 0.9个百分点，总体表现好于预期。 

图表 20 高炉开工率   图表 21  线螺上海采购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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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2 房屋新开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图表 23  房屋施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全国高炉开工率目前维持在 70%以上。但也有例外，如河北和江苏等炼钢大省近期

的环保督查行动影响，部分企业炼钢高炉产能利用率截至上周连续第三周下滑，降至

41.41%。 

图表 24 房屋竣工面积及同比  万平米   图表 25  商品综合指数走势与货币关系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6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米   图表 27  商品房销售额累计与 M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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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2.4  利润 

今年的吨钢利润远超去年平均水平，钢盈利厂比例高达 90%以上。全联冶金商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民营企业吨钢利润 430元，销售利润率 6.32%。而大型国有企业

吨钢利润已超过 1000元/吨。 

图表 28 全国盈利钢厂比例   图表 29  钢厂现货毛利润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30 钢厂盘面利润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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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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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 偏空 1200 1300 中性偏空 

J1809 2196 震荡 2020 2250 震荡 

商品投资评级与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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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焦多头暂时回避。焦煤可适当介入短线空头，逢 1300一线压力位沽空。 

 

四、 风险提示 
1）贸易战正式开打，风险较难控制，有进一步恶化风险。 

2）钢厂持续性高利润状态并不持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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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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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