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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一、焦煤：供应增量不大 库存大幅下滑

（一） 8月份煤炭产量预计抬升 优质焦煤供应依旧偏紧

（二）进口焦煤数量下滑 后期预计仍难放量

（三）社会库存大幅下滑 现货价格坚挺

二、焦炭：供应整体趋紧 库存同比处于低位

（一）焦企开工趋弱 供应有收缩趋势

（二）库存弱势企稳 焦企利润下滑

三、高炉：粗钢同比不增政策预计开始落地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焦煤方面，总体国内供应处在缺乏弹性状态，同时又有环保等因素干扰，特

别是个别地区因电煤不足而控制洗煤，对地区焦煤供应造成一定影响；进口煤方

面，澳洲煤无望；蒙煤因疫情的原因进关量较少，其他国家进口有一定替代性但

总量不足。焦煤供应依旧处于偏紧状态。

焦炭方面，主要面临的不确定性在粗钢产量同比不增政策的具体执行时间，

一旦执行对焦炭的需求将会是巨大打击。在此之前，在环保扰动下，整体焦炭供

应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上游焦煤价格坚挺，焦企利润收缩，对焦价也形成较强

支撑。

操作上：

焦煤 JM2109：预计高位震荡，空单风险较大；

焦炭 J2109 ：密切关注钢厂政策变化，预计震荡为主。

2021 年 8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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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7月份双焦均走出较为强势的趋势性行情，除上旬有所回调外，中下旬均强势上涨。

上期月报中我们对焦煤预测为“焦煤JM2109：参考区间1800-2100”，结合行情走势，基本符

合我们的判断，同时因煤矿复产不及预期、环保影响、暴雨影响生产及发运等原因，焦煤有拉涨

现象。

我们对焦炭的预测是“焦炭J2109 ：参考区间2500-2900”，目前来看较为准确，主要原因是

上游焦煤价格支撑，环保等政策对焦企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图 1：主力合约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二、焦煤：供应增量不大 库存大幅下滑

（一） 8月份煤炭产量预计抬升 优质焦煤供应依旧偏紧

国家统计局数据，6月份，生产原煤3.2亿吨，同比下降5.0%，比2019年同期下降6.1%，两年

平均下降3.1%，日均产量1077万吨；1—6月份，生产原煤19.5亿吨，同比增长6.4%，比2019年同

期增长7.1%，两年平均增长3.5%。

在前期连续发生多起煤矿生产事故后，对煤矿生产安全检查一直较为严格，叠加环保对煤炭

生产造成一定影响，总体煤炭生产在6月份后有一定程度收缩。7月份庆典多数地区煤炭有停产动

作，预计7月份煤炭产量同比趋于回落态势。

8月份在干扰因素走弱后，预计总体国内煤炭产量将会同比抬升，但在短期内继续按照核定产

能生产的概率较大，增产需要时间去落实。但2021年5月17日，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监局等四

部委印发煤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和核定标准的通知，明确煤矿应当按照均衡生产原则，年度原煤

产量不得超过生产能力，月度原煤产量不得超过生产能力的10%，目前矿山超产已经受到法律限制。

因此，煤炭供应基本处于缺乏弹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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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国内原煤产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焦煤供应上，随着小煤矿的逐步退出，焦煤供应收紧，整体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从洗煤厂

数据来看，目前洗煤厂日均产量及产能利用率都处在下行趋势中，受环保等因素干扰较大。

图 3：国内原煤产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二）进口焦煤数量下滑 后期预计仍难放量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6月份进口煤炭2839.2万吨，较去年同期的2528.6万吨增加310.6

万吨，同比增长12.28%。较5月份的2104万吨增加735.2万吨，增长34.94%。1-6月份，全国我国累

计进口煤及褐煤13956.1万吨，同比下降19.7%，降幅较前5月收窄5.5个百分点；累计进口金额

110.66亿美元，同比下降10.7%。

6月份，中国进口炼焦煤413万吨，同比下降33.9%，环比增长21.11%。1-6月，中国累计进口

炼焦煤2228万吨，同比下降41.6%。

截至目前，进口自澳大利亚的焦煤量已经连续7个月为0，短期内澳煤进口依旧无放开预期。

蒙古国方面，6月份进口蒙古焦煤85万吨，同比下滑125万吨；1-6月累计进口835万吨，同比

增长105万吨，比2019年1669万吨仍有较大幅度下滑。因蒙古疫情原因，通关车辆依旧受限，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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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关口岸日通关车辆维持在100车，进口蒙煤收紧，导致口岸蒙古炼焦煤可售资源少，现货价

格攀升。

与此同时，进口自其他国家的炼焦煤有较大幅度上升，1-6月进口俄罗斯焦煤440万吨，同比

增加150万吨，进口加拿大402万吨同比增加139万吨，进口美国387万吨同比增加320万吨。

图 4：焦煤进口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三）社会库存大幅下滑 现货价格坚挺

库存方面，截至7月28日，国内焦煤社会库存合计3055万吨，同比下滑506万吨或14%。库存结

构上，煤矿矿山库存165万吨，同比减少130万吨或44%；港口合计库存453万吨，同比减少56万吨

或11%；独立焦企库存1491万吨，同比减少188万吨或11%；样本钢厂946万吨，同比减少132万吨或

12%。

图 5：焦煤社会周度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6月中下旬后，国内焦煤库存开始大幅下滑，与往年趋势截然相反，整个焦煤产业链库存均出

现不同程度下行，其中矿山库存下滑幅度最大，体现出现货焦煤紧张的市场行情。现货价格上，

综合炼焦煤指数月度环比上行16%，月度低硫主焦煤价格上涨16%，中高硫主焦煤价格也上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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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配煤品种也大幅上涨：高硫肥煤环比上涨22%、1/3焦煤上涨32%。

总体而言，优质焦煤市场依旧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市场价格涨幅较大，这与焦煤社会库存

大幅下降相辅相成。后市中，优质炼焦煤供应增量有限，随着前期矿难影响的逐渐消退和环保常

态化，焦煤供应预计将维持稳定态势。不过近期暴雨对部分地区供应造成一定影响，同时8月份为

电煤消耗旺季，焦煤供应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压制。

三、焦炭：供应整体趋紧 库存同比处于低位

（一）焦企开工趋弱 供应有收缩趋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焦炭产量3891万吨，同比下降3.2%，较2019年下降6.67%；

环比月份下降0.61%。1-6月份，全国焦炭产量23709万吨，同比增长4.1%，增幅较前5月收窄1.8

个百分点。 Mysteel统计独立焦企全样本：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82.96%，日均产量70.01。总

体来看，目前的产能利用率较前期有一定程度下滑，主要因为环保带来的限产。

目前，环保依旧是制约焦企开工的绝对因素，近期吕梁地区环保检查频繁，孝义、交城、汾

阳多数焦企限产中，限产幅度20%-70%不等，孝义部分焦炉已进入保温焖炉状态，当下影响产量1.29

万吨/天；同时因焦煤价格较高，也造成一定程度的限产，山西太原清徐园区三家七米以上顶装焦

炉焦企由于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湿熄焦已有出现亏损现象，其中梗阳已于上周日开始限产

30-35%。

图 6：焦企开工率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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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库存弱势企稳 焦企利润下滑

库存方面，国内焦炭社会库存1008万吨，同比减少282万吨或22%，其中港口合计165万吨，同

比下跌97万吨或37%，独立焦企焦炭库存77万吨，同下滑36万吨或31%；钢厂存焦766万吨，同比下

跌148万吨或16%。

图 7：国内焦炭社会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数据显示焦炭社会库存自五月份后开始维持平稳态势，趋势上接近2019年；其中5月份后港口

库存下滑幅度较大，钢厂与焦企维持低位平稳。显示经历过前期偏紧状态后，目前现货供应紧张

状态有所缓解；同时也显示近期焦炭现货市场较为平稳，贸易商交投积极性不大。

图 8：焦炭社会库存分布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现货端，截至7月28日，焦企因焦煤价格上涨，提涨焦炭现货，不过焦企尚有盈利，钢厂面临

粗钢总产量限制，可能落实有一定困难。据统计全国平均吨焦盈利398元，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318元，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509元，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301元，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4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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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独立焦企吨焦盈利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四、高炉：粗钢同比不增政策预计开始落地

调研数据显示全国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75.65%，同比去年下降15.36%；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8.04%，同比下降5.04%；钢厂盈利率84.42%，同比下降9.96%；日均铁水产量234.35万吨，同比

下降13.41万吨。

目前高炉利用率因政策压力有较大幅度下降，在碳中和背景下，工信部表态坚决压减粗钢产

量，确保2021年钢铁产量同比下降。不过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11.8%，为56333万吨，如

果要实现全年粗钢产量同比不增加，下半年粗钢产量同环比分别要下降11.6%和13.1%。近期，各

省开始部署下半年粗钢减产的方案。江苏、山东、江西等地均提出2021年全年粗钢产量不超过2020

年。山东省明确要求今年粗钢产量不超过7650万吨，下半年粗钢产量上限为3123吨，2020年下半

年山东省粗钢产量约为4110万吨，意味着需要同比下降24%。江苏省各钢企被明确今年产量不超去

年，江苏省上半年增幅12.77%，据测算下半年粗钢产量需压减812万吨。

图 10：高炉开工率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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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粗钢产量不增的背景下，下半年粗钢产量预计会有一定程度下滑，不过三季度粗钢产

量预计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但一定程度的限产预计在情理之中，主要关注各地政策变动。

主要城市社会钢材库存2141万吨，同比持平，高于2019年，前期我们预测“社会库存将开始

回归平稳”，目前来看基本符合，结合往年库存会维持3个月平稳势头，同时近期钢厂在限产情况，

预计后期社会库存会有小幅下滑，然后开始回归平稳。

图 11：社会钢材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五、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焦煤方面，总体国内供应处在缺乏弹性状态，同时又有环保等因素干扰，特别是个别地区因

电煤不足而控制洗煤，对地区焦煤供应造成一定影响；进口煤方面，澳洲煤无望；蒙煤因疫情的

原因进关量较少，其他国家进口有一定替代性但总量不足。焦煤供应依旧处于偏紧状态。

焦炭方面，主要面临的不确定性在粗钢产量同比不增政策的具体执行时间，一旦执行对焦炭

的需求将会是巨大打击。在此之前，在环保扰动下，整体焦炭供应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上游焦

煤价格坚挺，焦企利润收缩，对焦价也形成较强支撑。

操作上：

焦煤JM2109：预计高位震荡，空单风险较大；

焦炭J2109 ：密切关注钢厂政策变化，预计震荡为主。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

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

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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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190号 华邦世贸中心超高层写字楼40、41层

电话：400-882-0628、62839040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黑色期货研究组

何 磊 分析师 F3033837/Z0014522

闫 丰 首席分析师 F0251054/Z0001643

孙亚伟 分析师 F305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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