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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周报：本周焦炭跌势不止（4.8-4.13)

一、本周焦煤市场综述与下周预测

本周国内炼焦煤市场稳中下行，成交一般。焦炭市场继续弱势运行，第五轮降价陆续执

行，且钢厂库存仍旧维持高位，焦炭价格有进一步下跌风险，焦企对焦煤采购积极性下降，

走货量低，其中高硫煤需求低迷有进一步下跌风险，低硫煤资源相对紧缺成交尚可，高低硫

煤价差有继续扩大趋势。山东地区焦炭价格持续走低，焦企亏损加剧，而焦煤价格迟迟未降，

炼焦煤承压较大，焦企后期或打压焦煤市场。富宝煤焦研究小组认为，焦炭继续偏弱运行，

焦企利润被严重挤压，部分企业已开始自动限产，焦企打压焦煤意愿较强加之各地方煤矿

在逐渐复产，短期焦煤价格仍有下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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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 1450 - 车板含税

唐山 1/3 焦煤 S1A10 1540 15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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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9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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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钢企跌幅较大，其中邢钢二级跌 100 到厂 1645，承

德建龙二级跌 100 为 1650，瑞丰准一级下跌 50 到厂 1810-1830，国丰准一级下跌 50 到厂

1850，承德钢铁一级下跌 150 到厂 1920，受此带动周边地区市价大跌，下游钢企多消耗库

存，市场需求较为清淡。而华东地区跌幅也较大，其中日钢二级跌 50 到厂 1700-1710，莱

钢永锋准一级跌 50 到厂 1730，潍坊钢铁准一级跌 50 到厂 2020，莱芜钢铁准一级下跌 50

到厂 2005，焦化厂库存不断增加，贸易商手里亦有部分存货，短期供需失衡难缓解。主流

地区价格频繁下跌，东北、西北等地也陆续有钢企跌价。目前虽部分焦企已出现亏损局面，

但考虑到固定费用等问题真正主动限产的并不多，短期来看钢厂在焦炭议价方面依然掌握较

大主动权。

近日钢材市场行情转好，但钢企对原料压价态度不改，加之部分地区环保限产监察仍在

继续，商家对焦炭市场多看空。富宝研究小组分析，近几轮跌价均有下游用户主导，焦化

厂被迫接受降价，目前市价已经低于成本线，市场心态较为悲观，短期焦炭价格将维持稳

中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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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主要地区焦炭调价一览

地区 品名 上周价格 本周价格 涨跌 备注

唐山 二级冶金焦 1760-1860 1640-1710 ↓135 到厂含税

乌海 二级冶金焦 1400-1450 1300-1350 ↓100 出厂含税

日照 二级冶金焦 1800-1810 1700-1710 ↓100 到厂含税

介休 二级冶金焦 1650 1550 ↓100 出厂含税

七台河 二级冶金焦 1830 1780 ↓50 出厂含税

天津港 二级冶金焦 1850-1900 1750-1800 ↓100 平仓含税

银川 80焦 1200 1150 ↓50 出厂含税

平顶山 二级冶金焦 1880 1830 ↓50 出厂含税

淮北 二级冶金焦 1900 1800 ↓100 出厂含税

太原 二级冶金焦 1650-1700 155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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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 2120 - 含税到厂

莱钢 准一级 山西 2105 2005 ↓100 含税到厂

萍钢 一级 河南济源 2400 2400 - 含税到厂

日钢 二级 山东/山西 1750-1760 1700-1710 ↓50 含税到厂

三明 二级 江西/山西 2490 2490 - 含税到厂

莱钢永锋 二级 山西 1830 1730 ↓100 含税到厂

东北
新抚钢 二级 抚顺 2095 2095 - 含税到厂

凌钢 一级 山西/河北 2160 2160 - 含税到厂

华北

国丰钢铁 准一级 唐山 2000 1850 ↓150 含税到厂

河北钢铁 一级 山西 2070 2070 - 含税到厂

文丰钢铁 二级 邯郸 1710 1710 - 含税到厂

天钢 一级 河北 2270 2270 - 含税到厂

邢台钢铁 二级 磁县 1745 1645 ↓100 含税到厂

华中

西北

湘钢 准一级 山西 2060 2060 - 含税到厂

龙钢 二级 龙钢 1810 1810 - 含税到厂

（表 3）国内钢厂焦炭采购价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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