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影响下，双焦企稳走强 

 

 

 

 

 

 
 

 

 

 

 

 

 

 

 

 

 

 

 

 

 

 

主要内容： 

 

 上周，受贸易战风波冲击力减弱，原油暴涨，及央行及时给予

市场“信心”——在 7 月初将对市场投放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

下，双焦先跌后涨，周五尾盘有拉升迹象，最终当周双焦较上

周收盘都有微涨，我们判断市场开始企稳，双焦后期会延续走

强。 

 环保限产对焦炉开工率有一定影响，但高利润驱使下产量难有

较大下降，短期焦炭供给比较稳定；目前供需格局仍支撑现货

价格持稳运行，同时钢厂复产预期将加重焦炭的供需矛盾，焦

炭上行压力增强。 

 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影响下，双焦已开始企稳走强。我们判断，

后市在贸易战不出现恶化的前提下，充裕的流动性，叠加能源

方面高企的价格传导下，通胀因素也许会抬头。建议投资者适

当布局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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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上周，受贸易战风波冲击力减弱，原油暴涨，及央行及时给予市场“信心”——在 7月初

将对市场投放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下，双焦先跌后涨，周五尾盘有拉升迹象，最终当周双焦较

上周收盘都有微涨，我们判断市场开始企稳，双焦后期会延续走强。 

宏观方面，央行立场——保持市场适度的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8 年

第二季度(总第 81次)例会于 6月 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要继续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

金融走势，加强形势预判和前瞻性预调微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

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6 月 25 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要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主要措施。提出要大力减少中长距离公路货运量，加快完成蒙华、唐曹等一批货运铁路

建设，显著提高重点区域大宗货物铁路水路货运比重。2018 年底前，在环渤海、山东沿海和

长三角地区，沿海主要煤炭集港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2020 年的采暖季之前，沿海主要港口

的矿石、焦炭等大宗物资原则上主要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 

环保限产对焦炉开工率有一定影响，但高利润驱使下产量难有较大下降，短期焦炭供给比

较稳定；目前供需格局仍支撑现货价格持稳运行，同时钢厂复产预期将加重焦炭的供需矛盾，

焦炭上行压力增强。 

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影响下，双焦已开始企稳走强。我们判断，后市在贸易战不出现恶化的

前提下，充裕的流动性，叠加能源方面高企的价格传导下，通胀因素也许会抬头。建议投资者

适当布局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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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货方面，全国煤焦市场稳中有降，河北唐山部分钢厂对全品种焦炭普降 50 元/

吨，低品质二级焦厂库开始增加，一级、准一级焦厂库并无充足库存；山西地区高硫焦

销售转弱，煤矿库存上升，临汾地区低硫焦累计降幅 80 元/吨，短期现货市场弱势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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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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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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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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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元/吨。 

 2018年 6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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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的钢铁网统计，螺纹钢社会库存 481.89 万吨，环比上升 3.67 万吨，钢厂库

存 201.44 万吨，环比上升 10.61 万吨；线材社会库存 134.06 万吨，环比上升 2.32 

万吨，钢厂库存 52.78 万吨，环比上升 5.54 万吨；热轧卷板社会库存 206.13 万吨，

环比上升 4.96 万吨，钢厂库存 99.02 万吨，环比上升 0.5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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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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0 高炉开工率   图表 21  线螺上海采购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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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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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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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币汇率持续贬值。自 6 月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幅度已达 3%以上。

美元走强及我国外贸顺差收敛预期，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压力。 

受汇率贬值影响，部分需要进口的商品价格近期明显表现抗跌，甚至有补涨的预期。

黑色系商品中，铁矿受影响最大，其次是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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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8 汽车销量及同步  万量   图表 29  汽车产量及同步  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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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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钢材价格有小幅下滑，吨钢利润较前期小幅下降，但仍近 1100元/吨。全国

钢盈利厂比例高达 90%以上。河北地区钢厂盈利比例也接近 80%。 

图表 30 全国盈利钢厂比例   图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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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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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5 震荡 1100 1250 震荡 

J1809 2117.5 偏多 2000 2210 中性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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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焦多头仍需回避。焦煤可适当介入空头，建议在 1200一线附近沽空。 

 

四、 风险提示 
1）贸易战风险较难控制，虽然暂时没有迹象表明会形成系统性风险。 

2）钢企需求减弱，复产力度低于预期，港口焦炭库存较高(下行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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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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

告并不能完全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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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

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切买卖风险自负。 

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

传送、翻版、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

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