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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周报：本周焦炭价格普跌（1.8-1.12)

一、本周焦煤市场综述与下周预测

本周国内炼焦煤市场持稳运行为主，成交尚可。青海地区处于正常生产的个别大矿全年

计划产量已经完成，目前延续前期生产情况，出煤紧缺局面没有好转，煤炭产量较小，日产

维持在 6000 吨左右，加之近期雨雪天气影响，省外煤炭运输受阻，省内供应总体偏紧，煤

矿提涨心态增强，但碍于货源紧张局面以及保护当地焦钢企业的政策需要，售价暂稳。华东

地区炼焦煤采购价格持稳，临近年底，焦钢企业补库意愿较为积极，部分主流煤矿库存有所

降低，但焦炭价格走低，煤矿价格维稳。富宝煤焦研究小组认为，近期焦炭走弱，部分钢

厂开始第二轮下调焦炭采购价，但焦企盈利尚可，因天气问题导致的运输受限近期有所缓

解，煤矿销售暂无压力，短期焦煤维稳的概率较大。

全国主要地区炼焦煤调价一览

地区 煤种 指标 上周价格 本周价格 涨跌 备注

蒲县 1/3 焦煤 S0.6A8 1420 1420 - 车板含税

唐山 1/3 焦煤 S1A10 1540 1540 - 出厂含税

邢台 1/3 焦煤 S0.4A10 1395 1395 - 车板含税

运城 1/3 焦煤 S0.8A8 1250 1250 - 车板含税

乌海 1/3 焦煤 S1.1A11 1100 1100 - 出厂含税

双鸭山 1/3 焦煤 S0.3A9 1250 1250 - 车板含税

二、本周焦炭市场综述与下周预测

本周焦炭价格延续弱势，市场成交不太乐观。华北、华东主流钢企纷纷跌价，其中钢焦

炭采价下调 50，一级焦到厂价为 2420 元；日照钢铁二级跌 50 到厂 2300-2310；莱钢永锋跌

50，二级 2250，准一级 2330；文丰二级跌 50 到厂 2210；瑞丰准一级下跌 50 到厂 2360-2380，

带动了华北、华东各地下跌了 50-100 元，钢厂库存多在中高水平，厂家拿货积极性不高。

而焦化厂目前盈利状况良好，开工率较前期也有所上升，对小幅跌价接受度较高，市场供需

基本平衡，厂家对后市预期并不十分悲观。另华北市场前期受雨雪天气影响发运受限，近期

才开始逐渐恢复正常运输，焦企库存呈上升趋势。

钢材市场稳中偏弱，钢企大部分保持中高库存，另华北各地开始环保限产，市场需求较

为清淡，焦化厂库存略有增加。富宝研究小组分析，焦炭价格开启下行通道，华北、华东

地区跌幅多在 50-100 元，而焦化厂目前利润尚可，厂家对高价出现小幅下跌接受度较高，

短期供需继续博弈，焦炭价格将延续弱势运行。

全国主要地区焦炭调价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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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名 上周价格 本周价格 涨跌 备注

唐山 二级冶金焦 2250-2360 2200-2310 ↓50 到厂含税

乌海 二级冶金焦 2000-2050 1900-1950 ↓100 出厂含税

日照 二级冶金焦 2350-2360 2300-2310 ↓50 到厂含税

介休 二级冶金焦 2150 2100 ↓50 出厂含税

七台河 二级冶金焦 2380 2280 ↓100 出厂含税

天津港 二级冶金焦 2350-2400 2250-2300 ↓100 平仓含税

银川 80焦 1580 1530 ↓50 出厂含税

平顶山 二级冶金焦 2230 2180 ↓150 出厂含税

淮北 二级冶金焦 2350 2200 ↓150 出厂含税

太原 二级冶金焦 2200-2230 2100-2130 ↓100 出厂含税

（表 2）全国主要地区焦炭调价一览

三、国内部分钢厂焦炭采购价格汇总

国内钢厂焦炭采购价一览

地区 钢厂 规格 货源地 上周价 本周价 涨跌 价格属性

华东

永钢 二级 江苏 2280 2280 - 含税到厂

莱钢 准一级 山西 2655 2655 - 含税到厂

萍钢 一级 河南济源 2270 2270 - 含税到厂

日钢 二级 山东/山西 2350-2360 2300-2310 ↓50 含税到厂

三明 二级 江西/山西 2540 2540 - 含税到厂

莱钢永锋 二级 山西 2280 2280 - 含税到厂

东北
新抚钢 二级 抚顺 2495 2495 - 含税到厂

凌钢 一级 山西/河北 2060 2060 - 含税到厂

华北

国丰钢铁 准一级 唐山 2450 2450 - 含税到厂

河北钢铁 一级 山西 2420 2420 - 含税到厂

文丰钢铁 二级 邯郸 2260 2210 ↓50 含税到厂

天钢 一级 河北 2470 2470 - 含税到厂

邢台钢铁 二级 磁县 2245 2245 - 含税到厂

华中

西北

湘钢 准一级 山西 2310 2310 - 含税到厂

龙钢 二级 龙钢 2160 2160 - 含税到厂

（表 3）国内钢厂焦炭采购价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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