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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夏需求有支撑 煤化工冷暖不一 

-----2020年 6月煤化工市场展望 

2020 年 5 月 27 日 

要点提示与策略： 

动力煤：受政策面加码基建投资和迎夏需求好转支撑，动力煤价格反转后延续震荡偏

强态势。整体市场供需已经转变成供应略有缩减需求有效支撑的格局。即将到来的6月，

电厂高日耗状态与技能继续保持，工业、三产用电继续支撑。但煤炭部分由于两会期间限

产等产能或将逐步在6月放开。产量预计有所提升；动力煤价格在快速反弹后关注供应端

反弹情况，谨防冲高回落风险。 

策略：中性偏多，煤价短期重心平台或在530一带，下方支撑力度较强。 

 

 

 

 

 

甲醇：国内甲醇春检高峰期逐步结束，供应面压力重新压制甲醇反弹高度。甲醇对成

本线的冲击是否造成额外性利润检修值得观察。海外方面特别是伊朗地区货源开工率仍然

较高，港口面临持续套利货源，进口套利仍在开启，从数据预测来看未来沿海库存或将持

续面对考验，高库存高供应格局难以短期逆转。MTO 暂时扛起了甲醇需求的大旗，6 月开

始 MTO检修逐步增多，后市支撑或将减弱。 

策略：单边谨防双高格局下的二次探底，09 合约支撑位 1650 一带。9-1 反套获利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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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动力煤篇 

1.1动力煤走势回顾  

动力煤走势在 5月走出流畅的连续上涨后在月底趋缓震荡，一扫之前跌跌不休

的颓势。陕煤、同煤以及山东能源集团多座大型煤矿目前充分运转，总体生产效率

及外运煤炭总量回到往期水平。劳动节过后，我国各地区生产制造水平恢复情况继

续稳步回补，临近夏季高峰补库窗口期，下游电厂采购力度提升，而国内疫情好转

也促使下游工业逐步加大补库力度。随着近期气温升高沿海电厂及重点电厂日耗水

平持续攀升。近期国内煤炭需求逐步好转，下游补库力度逐步增大。 

图 1：动力煤平衡表和基差图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1.2供需面分析 

产量缩减需求攀升 动力煤基本面改观 

今年前期为了防止疫情再次感染，多数复工煤矿均不能满负荷生产，导致煤

矿产量恢复较慢，主产区山西、陕西、内蒙等地均延后当地煤矿复产时间。且受

制于公共交通，检疫防控等各路措施，导致煤炭运输不畅，供应在阶段性偏紧。

晋陕蒙部分在产大矿重点保内部电厂、化工企业用煤，市场煤可售资源偏紧。3-4

月国内上下游开始陆续有序生产复工，铁路发运量有所改善。 

4月生产原煤 3.2亿吨，同比增长 6.0%，增速比上月回落 3.6个百分点；日

均产量 1074万吨，环比减少 14万吨。1-4月生产原煤 11.5 亿吨，同比增长 1.3%。

受到煤炭价格大跌影响，4月产量比 3月有所回落。受到安全生产以及两会开展等

政策影响，5月煤炭产量进一步收紧，产地方面“两会”召开前后，产地煤矿安全

及环保检查较多，且前期陕蒙严查“一票煤”，河北省 6月 1日起对入境运煤车

辆予以检查，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主产地部分中小型及露天煤矿由于缺少煤管

票已主动减产。而节后高速收费导致产地汽运情况较为混乱，中长途运费涨幅较

大，除下游部分刚需企业外多数采购方转为铁路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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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初夏来临，无论是居民用电还是商业工业用电需求都在逐步攀

升。煤炭采购行为增多国内钢铁、水泥等企业开工率维持高位，部分行业同时加

大煤炭采购量。动力煤供需格局已经从前期的供应宽松变为阶段性供应缩减以及

下游有需求支撑的状态。 

图 2：原煤产量及增速                             图 3：大秦线煤炭运量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从宏观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是下游需求端的核心数据，4-5月降幅整体大幅收

窄说明生产明显改善：在三大门类——采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水公共事业数据

中，制造业数据 4月降幅-1.2%，虽然仍弱于整体生产数据，但是相比前两月大幅

收窄近 14个百分点，修复最为明显。 

进口管控后市加大 澳煤或受“冷落”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都是中国主要的煤炭供应国之一。数据显示 2018年澳大

利亚总计出口近 3.83亿吨煤炭，价值 660亿澳元（约 3068 亿元人民币），成为澳

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创汇商品。其中中国是澳洲煤炭最大的进口国，这使得澳洲的供

应商利润大增。 

图 4：褐煤进出口情况                             图 5：内外到港价价差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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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随着进口煤限制短暂放开，部分年前滞留港口煤炭通关，但由于国内疫

情爆发，煤矿产能缩减，短期国内煤炭紧缺，加上公路运输不畅只能依靠铁路发运，

导致进口煤采购需求持续增加。以东南海一带沿岸电厂等企业加大了海外进口力

度。1-2月份来自澳洲和印尼等海外货源增多，两地动力煤发运量维持高位。 

不过疫情拐点以来，澳大利亚煤炭对华出口已出现滑坡态势。据航运信息公司

Kpler的数据显示，3月份澳洲煤发往中国装船量为 582万吨，环比 2月份的 784

万吨骤降 25.8%。近期传闻限制全国电厂进口澳煤，消息虽仍需进一步确认但市场

对澳煤采购相对谨慎，加之在俄罗斯煤炭的冲击之下，澳煤对华出口的形势恐怕并

不乐观。就在澳大利亚因经贸问题焦头烂额之际，俄罗斯则正不断推进“扩大对中

国市场的出口”这一重点方向。实际上早在去年 12月，俄罗斯能源部就定下目标，

计划在 2025年底之前出口 2亿吨煤炭，其中预计对华出口量将达 5500万吨；为此，

即便处于疫情期间，俄罗斯也不断增加对中国市场的煤炭供应。 

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 3月，俄罗斯煤炭（包括动力煤、炼焦煤、

无烟煤和褐煤）出口量为 1834.27 万吨，环比增长 29.22%，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对

亚洲地区煤炭出口量大增的推动。当月，俄罗斯向中国市场出口煤炭最多，达到

295.76 万吨，环比大增 54.74%。 

高速收费叠加铁路检修 港口去库存效应明显  

对比3-4月，5月份港口去库存效应明显，环渤海港口库存持续降低。月初恢复

收取高速费且叠加大秦线等铁路干线进入检修窗口，产地发运至港口煤炭总量持续

维持低位水平，而5月气温快速升高，电厂提前补库以及下游部分行业采购行为增

多，环渤海港口调出持续高位运行。 

图6：沿海煤炭运价                                   图7：主要港口煤炭库存                   

   
 

伴随而来的是沿海煤炭运输再现火热景象，黄骅港、秦皇岛港两港拉煤船大量

增加。截至5月25日，黄骅港下锚船58艘，预报15艘；秦皇岛港下锚船33艘，预报

船舶15艘。沿海煤炭市场再现船舶集中到港拉运的火热景象，港口运输趋向繁忙。  

沿海煤炭市场反弹。3月份以来，北方港口煤价进入下行通道，连续两月下跌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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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3月份累计下跌达35元/吨，4月份继续累计下跌62.5元/吨。进入5月，因为神

华五月份煤炭长协价格大幅下调，沿海煤炭市场处于僵持状态；但高速公路收费、

进口政策收紧、水泥需求提升、电厂日耗增加等利好因素，促使煤炭市场情绪转好，

中旬，市场风云突变，沿海煤炭市场呈现反弹趋势，煤价持续上扬。 

社会用电量环比增幅明显 迎夏高峰需求有支撑 

截止到 5月 26日，沿海六大电厂库存 1436.86万吨，日耗 63.72万吨，可用

天数 22.55天，迎峰度夏窗口的来临，电厂方面也会有补库需求，对于市场也有一

定的提振作用，煤价短期内保持震荡偏强态势。 

图8：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图9：电厂库存可用天数 

  
  

进入 5月伴随着气温回升，下游电厂日耗持续运行于 65万吨左右水平，库存

持续下滑，在煤炭价格底部企稳回升的背景下，下游采购需求有所释放，煤炭货盘

增加，支撑船东涨价。加之非煤货盘支撑，沿海煤炭运价继续向好。同时，北方港

口季节性大风封航较频繁，叠加华南方向水域通行不畅，沿海煤炭运力周转整体放

缓，对运价形成一定支撑。沿海煤炭运输市场船货格局发生转变，运价维持上行走

势。 

图10：社会用电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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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继续加快复工复产步伐，工业用电量增加，第三产业用电量逐渐回升，沿

海电厂日耗明显增加；但同时近期进口煤管控严格，而在国内煤价小幅探涨的刺激

下，下游拉运积极性提升。而近期期货交割量较大，以及两会召开，部分下游用户

有提前采购补库需求释放。砂石等非煤货盘也有释放，占用一定运力，对运价上涨

有支撑作用。后期运输市场或强势运行。 

1.3动力煤市场展望 

受政策面加码基建投资和迎夏需求好转支撑，动力煤价格反转后延续震荡偏强

态势。整体市场供需已经转变成供应略有缩减需求有效支撑的格局。即将到来的6

月，电厂高日耗状态与技能继续保持，工业、三产用电继续支撑。但煤炭部分由于

两会期间限产等产能或将逐步在6月放开。产量预计有所提升；动力煤价格在快速

反弹后关注供应端反弹情况，谨防冲高回落风险。 

策略：中性偏多，煤价短期重心平台或在530一带，下方支撑力度较强。 

二、 甲醇篇 

2.1甲醇走势回顾  

回顾2020年前5个月，国内甲醇分别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原油暴跌带动的化工系

列大跌影响，处于从年初置持续下跌的状态，并且反复下探煤头成本线。春节过

后多地受疫情影响复工状况较低，甲醇期货节后大幅补跌，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叠

加外围疫情发酵，4月初主力合约最低探至接近1500元。 

图 1：甲醇期现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4-5月初甲醇受到西北区春季减产的提振叠加原油反弹，以及口罩熔喷布紧张

导致的PP纤维料大涨炒作同步反弹，但是高度和力度都明显受到压制。五一节后

冲击1900元关口失败后再度开跌。随着二次春检部分装置重启，以及宝丰二期部

分投产落实，现货市场难以提价，整体氛围一般。价格重心继续偏弱；港口方面

未来进口压力仍然不减，现货支撑不佳，多随盘调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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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宏观分析 

海外面临复工防疫压力 国内“六稳”、“六保”稳步前行 

全欧美疫情“二阶拐点”基本明确。海外新冠日增确诊稳定在 7-8万左右；美

国部分地区开始逐步复工。欧美经济重启计划进入议程。随着日增确诊下行和疫情

可控，大部分国家考虑在 5月底至 6月中逐步放松或解除社交隔离要求。虽然预计

疫情对欧美经济的压力贯穿 2季度，且在 3季度也有压制，但“二阶拐点”和经济

重启计划明确后，已经可以比较客观地评估疫情影响。 

国内基本面底部也已明确，一季度国内经济数据披露后基本面主要扰动落地，

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6.8%，4 月初全国复工复产基本达到正常水平，根据发电耗

煤、整车运力、人员流动等数据测算，4月中的复工率已超过 90%，只有线下消费

恢复相对缓慢。扰动消除后，政策支持下，基本面回补的趋势和预期修复都可持续。 

从细分项来看，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迅速反弹，基建仍然是当前政策的主要

抓手。但国内消费端恢复较慢，这一效应也反映在各个环节包括工业品的下游需求

力度不足等等，消费端的刺激政策有望进一步加码。疫情冲击经济低点已过，后续

修复速度与程度，将取决于政策力度。包括制度改革和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力度，在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也明确表示了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 “六稳”、“六保”。“六

保”是今年 “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

稳、稳中求进，在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

路子。 

2.3甲醇供需分析 

检修结束重启供应压力 甲醇再次冲击成本线 

对于甲醇来说 2020年整体供应是继续增长的年份，一季度统计来看国内甲醇

产能有所增加，产能增量为榆林 60万吨/年及安徽中煤的 30万吨/年的煤制甲醇装

置。一季度国内甲醇产量同比增加，总产量为 1659.36万吨，同比增加 3.14%。 

图2：煤头当期检修 

 

4月开始西北主产区开启集中春季检修计划，二季度甲醇在供应端应该可以说

度过了上半年“最坏”基本面时期。一方面由于甲醇价格在 2020年持续走低，不

断向下打破部分生产商成本线，导致主产区企业选择被动的利润性检修；另一方面

4-6月份为传统煤头春检放量时节。大体量的中煤远兴 60万吨，新能凤凰 9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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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 100万吨装置等均在 5月有计划停车。 

目前 2020 年 5 月检修实际产能 761 万吨/年，2019 年 5 月检修实际产能 493

万吨/年。2020年 6月计划检修产能 536万吨/年，而 2019年 6月检修产能 569万

吨/年。 

但需要注意的是，春检二次的高峰在 5月下旬即将结束，往后检修计划逐步减

少。另一方面今年较大体量投产的宝丰二期装置，原定于 4月底开车试产推迟到 5

月份。在期货盘面上的反应为之前的 MA05合约面临的投产压力转移至 09合约，部

分装置检修结束在即叠加宝丰 2期确定 5月投产时间，内在供应面压力重新来袭。 

图3：煤头预期检修 

 

目前甲醇企业利润被压制的比较明显。西北主产区难以挺价，内蒙北线低至 

1300元/吨，低价刺激下游采购需求，出货待发订单快速提升，预计西北厂库压力

会受到低价刺激暂缓压力。5月下旬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67.54万吨，6大发电

集团煤炭库存1416万吨，库存可用天数20.97 天。受到气温回升影响，主要电厂

日耗维持近年来高位，煤炭上下游去库存加快，动力煤价格反弹。而近期甲醇价

格受供应压力对成本支撑较不敏感，甲醇生产利润压缩明显。后市继续观察额外

的利润性减产给西北地区现货带来的市价影响，以及西北区降库存情况能否提振

利润至关重要。 

图 4：煤制甲醇生产企业利润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中东伊朗持续到港 进口窗口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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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22日至6月7日中国甲醇进口船货到港量在56万吨附近，对比从5月15日至

5月31日中国甲醇进口船货到港量在54万吨附近，到港量继续绝对值高位。纵观目

前整个华东华南甲醇库存。目前也处于绝对数值上的历史高位。 

图 5：华东、华南港口甲醇库存                      图 6：中东甲醇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分区域看，由于 5月中期货交割后，5月下纸货仍有定价预期，溢价背景下的

交割地的太仓罐容有限，继续往非太仓地区分流，表现为太仓的到港节奏性放缓；

非太仓江苏区域（常州、南通、泰州）地区 5月中逐步重新回升；浙江同样表现 5

月中到港快速回升；而华南地区作为分流承担地区，表现为整个 5月分流到港每旬

上一个台阶。 

虽然我国甲醇整体进口依存度只有 20%不到，但这些进口多集中在华东沿海地

区，造成沿海地区甲醇的进口依存度约 60%以上，并且华东地区甲醇价格和期货盘

面相关性最强，因此进口是影响甲醇价格的重要因素。 

图7：内外盘套利趋势               

 

随着海外各大地区逐步将经济重启投入在5月下旬以及6月初的时间节点，海外

甲醇开工目前仍然不见回落。伊朗存量装置前期就基本处于开工阶段，近期伊朗供

应压力继续增大，marjarn正常运行；Kimiya仍在调试，关注5-6月实际出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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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开工前期偏高，6月马油有检修计划：中南美，梅赛尼斯于特立尼达及智利

装置4月开始长停，特立尼达HTML两套100万吨装置检修，而2016年外盘减产正式由

特立尼达带领。其余欧美装置部分降负。 

对比观察内外盘套利趋势，19年开始价内外价差就走在趋势向上的过程中，

2020年后全球甲醇价格都有所降低，但套利价差仍处于380元以上的范围内，5月份

继续从前期400不到的低点上升至536元附近。伊朗供应压力背景下，CFR中国持续

探底，中国进口窗口仍然继续打开。 

传统下游需求不振  MTO扛起大旗 

甲醇传统下游自今年以来受到疫情推迟复工，制造业端同比下降等影响整体表

现一般。相比于MTO等新兴需求传统下游需求被抑制的更为明显。尤其是甲醛等行

业由于受终端板材、房地产等行业的影响，开工下滑明显。截止5月底甲醇下游加

权开工率约62%，环比4月份持平。传统下游平均开工率约33%，环比4月份下降13%。  

MTO装置由于近期甲醇价格再度变得低廉而获得了充分的成本优势，而下游PP、

PE等价格表现超出预期，一方面有原油反弹的连带效应，一方面4月熔喷布炒作缓

解后PP价格并未如市场预期大跌。截止5月下旬甲醇制烯烃装置平均开工负荷在 

80.27%，较4月略有上行，MTO利润达到700-900元区间。 

图8：甲醇传统下游开工率                                图9：外采型MTO利润 

  

从MTO装置5月检修情况来看（1）康乃尔30万吨MTO于4.16投产，负荷上上升至

8成；（2）神华榆林提前4月5日进入检修，计划55天；（3）山东联泓6成；鲁西 MTO 

装置低负荷运行；（4）神华宁煤100万吨甲醇停车，100万吨MTP不停，少量外购；

（5）蒲城甲醇及MTO于5.10检修50天，久泰5月甲醇及 MTO 传闻存检修计划，中天

合创两期甲醇MTO于6.3检修40天；（6）志诚一期6月有检修计划，而盛虹后续检修

计划未确认。接下来MTO仍有装置检修计划，暂时扛住大旗的后期对甲醇需求提振

有限。 

2.3甲醇市场展望 

国内甲醇春检高峰期逐步结束，供应面压力重新压制甲醇反弹高度。甲醇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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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线的冲击是否造成额外性利润检修值得观察。海外方面特别是伊朗地区货源开工

率仍然较高，港口面临持续套利货源，进口套利仍在开启，从数据预测来看未来沿

海库存或将持续面对考验，高库存高供应格局难以短期逆转。MTO暂时扛起了甲醇

需求的大旗，6月开始 MTO检修逐步增多，后市支撑或将减弱。 

策略：单边谨防双高格局下的二次探底，09合约支撑位1650一带。9-1反套获利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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