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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要观点 

版块 关键词 主要观点 

焦
炭 

价格 1月初焦炭降100元/吨，后期暂稳运行，盘面整体呈上扬走势，月底冲高 

供给 全国焦企生产保持高位回升，华东地区因环保限产焦企生产率波动较大，但月环比仍有大幅上升 

需求 全国钢厂开工保持小幅回升趋势，但唐山地区钢厂开工回升明显 

库存 焦企持续累库后迅速滑落，钢厂持续小幅补库但已至高位，港口库存冲高后持续回落但仍高于往年同期 

利润 受钢厂打压，焦企利润下滑， 

价差 现货1月初有所下降，盘面持续上扬，上涨幅度超过现货，焦炭基差由强走弱 

总结 
节前全国焦企生产率持续高位回升，全国高炉开工率小幅回暖，钢厂采购多维持正常生产。焦企出货顺畅，库存快速下降，
钢厂、港口库存相对偏高，补库意愿下滑。整体看，焦炭供给略显宽松，2月焦炭现货市场将暂稳，期市受焦煤带动冲高后
将有所回落，建议多单及时离场。 

焦
煤 

价格 现货价格持稳，盘面偏强震荡 

供给 1月受安全检查和放假影响，焦煤供给持续偏紧 

需求 焦企生产保持高位，1月焦煤采购意愿较强 

库存 1月焦企持续补库，焦煤库存已达相对高位，港口库存平稳 

利润 煤矿处于较高利润区间 

价差 焦煤现货持稳，期市持续上扬，基差由强走弱 

总结 
受煤矿放假以及进口焦煤受限影响，年后焦煤市场供给依旧偏紧。但焦企焦煤库存年前已补至高位，节后将以去库存为主，
港口贸易商观望，后市补库意愿不强。整体焦煤供给偏紧，预计焦煤现货市场2月将持稳，期市受供给收缩预期影响，仍将
偏强震荡，建议持有多单。 



焦炭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1 价格：现货偏弱运行，期市偏强震荡 

 焦炭现货1月初普降100元/吨后，整体保持平稳，截止2月1日河北唐山一级焦出厂价报2020元/吨，天津港一级焦
报2230元/吨，环比上月降100元/吨，1月以来累计降幅100元/吨；期市整体震荡偏强运行，截止2月1日收于
2112.5元/吨，月环比上涨11.12%。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1 价格：现货偏弱运行，期市偏强震荡 

 焦炭现货1月初普降100元/吨后，整体保持平稳，截止2月1日河北唐山一级焦出厂价报2020元/吨，天津港一级焦
报2230元/吨，环比上月降100元/吨，1月以来累计降幅100元/吨；期市整体震荡偏强运行，截止2月1日收于
2112.5元/吨，月环比上涨11.12%。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2 供给：焦炉生产高位持续回升 

 1月焦企生产整体仍保持相对高位并高于去年同期，整体呈现高位回升态势；截止2月1日焦企生产率为79.43%，
月环比涨3.43% ；其中华北地区焦企生产为81.2%，月环比提高2.09%；华东地区提升明显，截止2月1日焦企生产
率为75.85%，月环比上升9.16%。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2 供给：焦炉生产高位持续回升 

 1月焦企生产整体仍保持相对高位并高于去年同期，整体呈现高位回升态势；截止2月1日焦企生产率为79.43%，
月环比涨3.43% ；其中华北地区焦企生产为81.2%，月环比提高2.09%；华东地区提升明显，截止2月1日焦企生产
率为75.85%，月环比上升9.16%。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月全国各地钢厂处于缓慢回升态势，截止2月1日，全国高炉生产率为65.75%，月环比上涨0.83%，河北高炉开
工率为57.78%，月环比增加1.59%，唐山高炉开工率为58.54%，月环比增加6.1%。 

1.3 需求：高炉开工缓慢回升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3 需求：高炉开工缓慢回升 

 1月全国各地钢厂处于缓慢回升态势，截止2月1日，全国高炉生产率为65.75%，月环比上涨0.83%，河北高炉开
工率为57.78%，月环比增加1.59%，唐山高炉开工率为58.54%，月环比增加6.1%。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月焦企焦炭库存累库后迅速下滑，截止2月1日焦企库存为25.78万吨，月环比下降12.89万吨，降幅为33.33%；
钢厂库存为486.01万吨，月环比增加25.4万吨，增幅为5.51%；港口库存为310万吨，月环比增加22.3万吨，增
幅为7.75%。 
 

1.4 库存：焦企库存下降，钢厂补库节奏放缓，港口库存小幅增加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4 库存：焦企库存下降，钢厂补库节奏放缓，港口库存小幅增加 

 1月焦企焦炭库存持续下滑，截止2月1日焦企库存为25.78万吨，月环比下降12.89万吨，降幅为33.33%；钢厂库
存为486.01万吨，月环比增加25.4万吨，增幅为5.51%；港口库存为310万吨，月环比增加22.3万吨，增幅为
7.75%。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4 库存：焦企库存下降，钢厂补库节奏放缓，港口库存小幅增加 

 1月焦企焦炭库存持续下滑，截止2月1日焦企库存为25.78万吨，月环比下降12.89万吨，降幅为33.33%；钢厂库
存为486.01万吨，月环比增加25.4万吨，增幅为5.51%；港口库存为310万吨，月环比增加22.3万吨，月增幅为
7.75%。 
 



焦炭月度市场跟踪 
1.5 价差：焦炭基差由持续走弱 

 现货市场焦炭月初降幅100元/吨后保持平稳，期市整体保持上扬态势，累积上涨幅度高于现货，因此1月焦炭基
差由强逐步转弱。 



焦煤 

焦煤月度市场跟踪 



焦煤月度市场跟踪 
2.1 价格：现货高位持稳，盘面偏强震荡 

 1月焦煤现货价格高位持稳，截止2月1日山西柳林低硫主焦报1650元/吨，京唐港山西产低硫主焦报1860元/吨，
，月环比持平；期市2月1日收于1288.5元，月环比上涨109元，涨幅为9.24%。 



焦煤月度市场跟踪 
2.1 价格：现货高位持稳，盘面偏强震荡 

 1月焦煤现货价格高位持稳，截止2月1日山西柳林低硫主焦报1650元/吨，京唐港山西产低硫主焦报1860元/吨，
，月环比持平；期市2月1日收于1288.5元，月环比上涨109元，涨幅为9.24%。 



焦煤月度市场跟踪 
2.2 需求：焦企开工高位，补库意愿尚可 

 1月焦企生产整体仍保持相对高位并高于去年同期，呈现高位回升态势，截止2月1日焦企生产率为79.43%，月环
比涨3.43%，焦煤需求相对较好。 



焦煤月度市场跟踪 
2.3 库存：焦企、钢厂持续补库，港口库存缓增 

 1月焦企焦煤采购需求旺盛，整体呈上涨趋势，截止2月1日焦企焦煤库存为1051.25万吨，月环比增加105.95万
吨，增幅为11.21%；钢厂焦煤库存为953.93万吨，月环比增加54.99万吨；京唐港、青岛港库存为225万吨，月
环比增加12.9万吨。 



焦煤月度市场跟踪 
2.3 库存：焦企、钢厂持续补库，港口库存缓增 

 1月焦企焦煤采购需求旺盛，整体呈上涨趋势，截止2月1 日焦企焦煤库存为1051.25万吨，月环比增加105.95万
吨，增幅为11.21%；钢厂焦煤库存为953.93万吨，月环比增加54.99万吨；京唐港、青岛港库存为225万吨，月
环比增加12.9万吨。 



焦煤月度市场跟踪 
2.4 价差：现货高位持稳，盘面持续上扬，基差走弱 

 本月焦煤现货价格高位持稳，盘面持续上扬，焦煤基差由强转弱，截止到2月1日为20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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