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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煤焦市场分析及操作建议 

上周国内煤焦市场整体以上涨为主。国内冶金焦主流成交价格上涨 100 元。炼焦煤市场普遍上涨。大矿长协价

上涨基本全部落地，幅度 50-100 元/吨。国内喷吹煤市场上涨为主。产地大矿长协价格除个别未正式确定外均上涨 

80-90 元左右。动力煤市场强势运行，产地及港口市场延续上涨之势。 

1、冶金焦市场分析及操作建议 

1.1 市场分析 

1.1.1 市场价格变化情况 

上周国内冶金焦价格上涨。华东、华北、东北、中南随行就市

调整的地区冶金焦价格上调 100 元；中南月定价代表企业将 1 月份

价格上调 280 元；西南地区 1 月上半月价格上涨 130-150 元。受河

北疫情影响，汽运发货影响较大，华北地区钢厂冶金焦库存下降明

显，部分焦企冶金焦库存也小幅增加，后期钢厂增库需求较强。华

东主导钢厂冶金焦库存小幅下降，少数沿海沿江钢厂库存偏低，采

购积极性高。部分焦企对冶金焦市场继续看涨。 

更多请关注：

http://news.steelhome.cn/mj/col-055/var-c620/ 
 

表 5-1：国内准一级冶金焦部分市场价格汇总（单位：元/吨） 

日期 山西 山西 河北 河北 山东 江苏 河南 云南 贵州 日照港 

1 月 8 日 2390 2340 2550 2740 2780 2850 2490 2635 2330 2850 

12 月 31 日 2290 2240 2450 2640 2650 2700 2210 2505 2250 2665 

涨跌 ↑100 ↑100 ↑100 ↑100 ↑130 ↑150 ↑280 ↑130 ↑80 ↑185 

产地 临汾 吕梁 唐山 邯郸 荷泽 徐州 平顶山 昆明 六盘水 华北 

备注 承兑 承兑 承兑 承兑/干熄 
现汇/干

熄 

现汇/干

熄 
承兑/月定 

承兑/干

基 
承兑 

现汇/贸易

商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备注：云南、贵州指标 A14CSR60，准一级冶金焦指标为 A13%,CSR60%。） 

1.1.2 钢厂采购价格调整情况 

上周多数钢厂采购价格上涨100元，西南部分钢厂上涨130~150

元/吨。华东主导钢厂厂内焦炭库存小幅下降至 14天左右，南方沿

海沿江的钢厂库存下降明显，河北因受疫情影响，汽运受限，河北

钢厂冶金焦库存下降较快，下周有增库计划，对于冶金焦市场明显

利好。预计本周钢厂采购价格稳中有涨。 

更多请关注：http://news.steelhome.cn/mj/col-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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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国内部分钢厂采购价格汇总（单位：元/吨） 

地区 华北 东北 华东 中西南 

钢厂 河钢 瑞丰 明芳 邢台德龙 新抚钢 永锋 日照钢铁 湘钢 昆钢 

品名 一级 准一 准一 准一/干熄 二级 准一 二级 强二级 一级 83 焦 

1 月 8 日 2700 2560 2450 2660 2498 2550 2480 2490-2500 2550 2560 

12 月 31 日 2600 2460 2350 2560 2398 2450 2380 2390-2400 2450 2430 

涨跌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30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1.1.3 焦企和钢厂产能利用率和库存 

（1）产能利用率方面 

上周统计的 210 家独立焦企产能利用率升 1.61 至 82.34%，其

中华北、中南地区有焦化产能退出，山西长治环保检查力度有所放

松，产能利用率上升明显，其他地区波动不大。焦企利润较好，多

数焦企生产积极性高，除临时大气管控外，限产的可能性不大，预

计本周焦企产能利用率将保持小幅波动的状态。 

国内 197 家钢厂按产能计开工率上升 0.11 至 94.3%，河北疫情

形势严峻，部分钢厂有所限产，开工率下降，中南地区前期检修的

钢厂复产，开工率明显上升。近期虽钢材总库存开始回升，但主要

钢材品种的成交量要好于前期水平，叠加原燃料成本高对钢材价格

也有着较强的支撑，钢厂主动限产的可能性不大，预计本周钢厂高

炉开工率将继续高位小幅波动。  

（2）焦炭库存方面 

上周统计的 100 家独立焦企冶金焦库存增加 1.9 至 15.6 万吨，

华东地区运输管控解除，汽运恢复，加上长江内堵闸情况的缓解，

部分焦企少量库存已清空。华北地区受河北疫情防控的影响，部分

焦企出货受阻，厂内冶金焦库存有少量累积。 

80 家钢厂焦炭库存减少 22.8 至 497 万吨，降幅扩大，其中河

北因高速封路部分钢厂冶金焦库存急剧下降，华东部分钢厂冶金焦

库存仍处于低位水平。目前多数焦企生产稳定，但 2020 年 12 月底

去掉的一批焦化产能，对 1 月份冶金焦供应量影响较大，钢厂的补

库难度大。 

四大港口焦炭库存减少 4.5 万至 248 万吨，目前冶金焦供需矛

盾未缓解，焦企先保钢厂供应量为主，贸易商采购的难度大，加上

部分地区的运输管控导致集港量下降。部分钢厂为保证生产的稳定

性，从港口拿现货的情况增多，但考虑到港口环保频繁，装船发运

效率会有所降低，预计本周港口冶金焦库存不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更多请关注：http://news.steelhome.cn/mj/col-065/ 

 

 

 

1.2 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1）冶金焦供应缺口大，短期内无法缓解，持续推动冶金焦价格的上行；2）钢厂高炉开工率持续高

位，无明显的大范围减产的迹象，对焦炭的需求量不减，目前焦企整体无库存。  

利空因素：1）河北疫情导致的运输管控时间不确定，部分钢厂可能因为燃料短缺被迫减产，冶金焦会分流到

其他区域，缓解局部的供应紧张局面；2）冷空气降临，北方工地施工停滞，钢厂库存有开始累积的迹象，减缓焦

炭涨价的进程；3）钢厂盈利能力较弱，对冶金焦再涨价抵触心理强；4）焦化去产能暂时告一段落，新增产能开始

陆续释放，供应紧张的局面稍有缓解 

http://news.steelhome.cn/mj/col-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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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河北疫情防控形势；焦化新增产能的释放情况；钢厂的环保限产情况；钢材市场价格、成交及库存

的变化情况。 

1.3 本周市场研判及操作建议 

市场研判：预计本周国内冶金焦价格继续稳中上涨。 

操作建议：建议部分有库存的焦企可调整发货运输方式，减少库存；钢厂可调整采购政策，加大奖励或者放宽

指标区间，加大补库量；贸易商可逢低少量采购。 

2、炼焦煤市场分析及操作建议 

2.1 市场分析 

2.1.1 市场价格变化情况 

（1）国内炼焦煤市场 

国内炼焦煤价格普遍上涨。大矿长协价上涨基本全部落地，

幅度 50-100 元/吨。市场煤方面，山西长治、晋中、太原、吕梁、

河南、河北、山东、江苏等地炼焦煤价格均有上涨 20-100 元，多

数幅度在 50 元左右。下游焦炭市场持续走强，产业链利润传导动

力加大，且进口焦煤补充有限，叠加因低温天气，煤矿多有保电煤

计划，国内炼焦煤供应整体偏紧。1 月开局除少数新价未出的的煤

矿外，大矿及地方矿煤价均有调整，预计本周国内炼焦煤市场多数

稳定，少数上涨。 

（2）进口炼焦煤市场 

进口澳洲焦煤政策暂无明显松动，外盘报价小幅上涨。一线焦

煤涨 1 美元/吨至 114.5-115.5 美元/吨；准一线涨 1 美元/吨至

107-109.5 美元/吨；二线焦煤涨 1 美元/吨至 98-99 美元/吨。进口

蒙煤资源仍然紧张，目前口岸原煤库存 20 万吨，较上周继续下降，

报价乱，部分高价资源报价 1080-1100 元/吨。 

更多请关注：http://news.steelhome.cn/mj/col-055/var-c615/ 

 

 

表 5-3：国内主要市场炼焦煤价格变化情况（单位：元/吨） 

日期 
国内焦

煤指数 

峰景矿

焦煤（$） 

焦煤 肥煤 1/3 焦煤 贫瘦 气煤 

山西安泽 
山西柳林

S2.1-2.3 
河北唐山 山西灵石 山西临汾 山东枣庄 山西长治 山东济宁 

1 月 8 日 1407 115.5 1500 990 1550 1120 1200 1170 1000 1050 

12 月 31 日 1345 114.75 1500 960 1490 1020 1180 1110 1000 990 

涨跌 ↑62 ↑0.75 0 ↑30 ↑60 ↑100 ↑20 ↑60 0 ↑60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2.1.2 独立焦企炼焦煤库存变化情况 

国内独立焦企炼焦煤库存继续下降，连续 2 周下降，本周

减少 0.48%。焦企产能利用率本周明显回升，处于相对高位，对

炼焦煤需求支撑良好，本周 100 家焦企产能利用率为 86.54%，

周环比上升 1.54%，其中华北、中南地区有焦化产能退出，山西

长治环保检查力度有所放松，产能利用率上升明显，其他地区

波动不大。焦企利润较好，多数焦企生产积极性高，除临时大

气管控外，限产的可能性不大，预计本周焦企产能利用率将保

持小幅波动的状态。目前焦企利润丰厚，生产积极性高，同时“双  

http://news.steelhome.cn/mj/col-055/var-c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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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冬储备货积极，近期因天气及防疫影响，汽运到货量下降，

场内炼焦煤库存减少。截止 1 月 8 日，100 家独立焦企炼焦煤库

存总量为 906 吨，较 2020 年平均库存增加 211.6 万吨或 30.47%；

较去年同期增加 19.67%。 

2.2 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利空因素：焦企去产能仍在进行，新产能投产不及预期，需求略有减少。 

利好因素：煤矿产量减少，部分炼焦煤品种资源紧张；焦企钢厂冬储采购积极性高；焦炭市场仍有上涨预期； 

进口澳煤通关仍受限制，蒙煤通关量仍然低，国内炼焦煤需求增加。 

重点关注：疫情对运输和生产的影响；蒙煤通关数量变化，除澳煤外其他国家资源情况；钢材及焦炭市场变化； 

焦化企业产能变化情况。 

2.3 本周市场研判及操作建议 

市场研判：预计本周国产炼焦煤市场稳中有涨。 

操作建议：煤矿安全生产为主；进口煤贸易关注通关政策，关注除澳洲外其他国家煤炭资源，可适当进行其他

国家进口贸易；下游企业将冶金煤库存保持较高水平。 

3、喷吹煤市场分析及操作建议 

3.1 市场分析 

国内喷吹煤价格上涨为主。产地大矿长协价格除个别未正式

确定外均上涨 80-90 元左右。市场煤方面，长治部分煤矿稳中涨

50 元至主流现汇 920-980 元/吨。大矿在港口基本无可售现货，

报价稳中上涨 100 元至现汇 1100-1210 元/吨，低价资源近期有

上涨计划；进口煤报价继续上涨，目前港口西无烟 A10.5V4 现汇

报 1030-1080 元/吨。 

钢厂采购价格稳中有涨，山东个别钢厂喷吹无烟煤涨 30 元

至承兑到厂 1180-1200 元/吨，华东部分钢厂近期有招标计划，

价格将上涨。月初煤矿调价后，短期内价格将维持稳定，预计本

周国内喷吹煤产地价格稳定为主，港口价格稳中有涨。 

更多关注：http://news.steelhome.cn/mj/col-055/var-c616/ 

 

表 5-4：国内主要市场及部分煤矿喷吹煤价格变化情况（单位：元/吨） 

市场价格 

无烟/贫瘦喷吹煤 
烟煤-长江

港 
煤矿调价 

无烟/贫瘦喷吹煤 
烟煤-内蒙

特低灰 长治 长江港 澳外盘/$ 
潞安汽

运 
阳煤 4# 永城公路 

1 月 8 日 980 1120 128 970 1 月 8 日 990 1030 1100 894 

12 月 31 日 930 1090 125 890 12 月 31 日 940 900 1040 794 

涨跌 ↑50 ↑30 ↑3 ↑80 涨跌 ↑50 ↑130 ↑60 ↑100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3.2 本周市场研判及操作建议 

市场研判：预计本周国内喷吹煤市场偏强运行。 

操作建议：钢厂适当增加库存。 

http://news.steelhome.cn/mj/col-055/var-c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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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力煤市场分析及操作建议 

4.1 市场分析 

4.1.1 市场价格变化情况 

国内动力煤市场强势运行，产地及港口市场延续上涨之势。北

方港口，本轮寒潮导致多省电网负荷创新高，激发电厂采购热情，

电厂询货较为积极，市场货源紧缺的情况下，部分库存告急电厂接

受价不断提升，高价成交陆续出现，5500K 低硫煤种主流报价高至

900 元/吨左右。当前运力、供给均紧张，受强冷空气影响，终端求

旺盛，进口煤政策虽有所放开，但短期供需矛盾难以缓解。内蒙

5500K 发运北港成本在 810 元/吨左右。长江口，江内货源紧缺情况

未改，进口煤陆续通关后，实际库存中内贸煤量进一步降低，市场

价格继续上行，报价混乱。预计本周国内动力煤市场维持强势，市

场价格继续上涨。 

更多请关注：http://news.steelhome.cn/mj/col-055/var-c614/ 

 

表 5-5：国内动力煤价格和港口库存变化情况（单位：元/吨） 

日期 
市场价格/Q5500 煤矿调价 

秦皇岛 长江港 广州港 神华 Q5500 兖矿 Q5200 晋城 Q5800 

1 月 8 日 855-860 920 905 733 690 670 

12 月 31 日 785-790 860 865 688 640 650 

涨跌 ↑70 ↑60 ↑40 ↑45 ↑50 ↑20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4.1.2 港口库存情况 

国内主要港口煤炭库存整体下降明显，截止 1 月 8

日，秦皇岛煤炭库存为 488万吨，较 12月 31日 505万

吨减少 17万吨。 

更多请关注：http://news.steelhome.cn/mj/col-063/ 

表 5-6：主要港口煤炭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港口 1 月 8 日 12 月 31 日 增减 堆场容量 

秦皇岛港 488 505 ↓17 1000 

广州港 257 232 ↑25 300 

锦州港 32.15 32.15 0 150 

京唐港 391.2 361.4 ↑29.8 800 

曹妃甸 353 372 ↓19 800 

黄骅港 232 255 ↓23 450 

合计 1753.35 1757.55 ↓4.2 / 
 

4.2 本周市场研判及操作建议 

市场研判：预计本周国内动力煤市场维持强势，市场价格继续上涨。 

操作建议：煤矿安全生产为主；贸易商滚动操作为主，谨慎采购高价资源。 

（本期编辑：煤焦部陶磊 0555-223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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