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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周报：本周焦炭大幅拉涨（8.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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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强，成交尚可。焦炭连涨两轮，累涨 200-250 元/吨，主流

地区焦煤仍以稳价为主，个别地区低硫主焦受到焦市的带动有小幅上涨现象。长治地区部分

焦煤价格累计上调 65 元/吨，安泽地区低硫主焦小幅上调 20-30 元/吨，下游焦市处于上涨

态势，加上环保助推，低硫主焦需求不减，焦化厂基本接受煤矿提涨。临汾地区环保整治力

度持续，煤矿和洗煤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富宝煤焦研究小组认为，目前整个焦煤市场的

供应还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但随焦炭持续涨价，焦企对焦煤采购积极性有所提高，商家

心态良好，短期焦煤稳中向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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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 1350 - 车板含税

唐山 1/3 焦煤 S1A10 1400 1400 - 出厂含税

邢台 1/3 焦煤 S0.4A10 1310 1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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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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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焦炭价格大幅拉涨，市场成交向好。河北地区钢厂涨幅较大，其中承钢一级上涨

105 到厂 2265，承德建龙二级上涨 30 到厂 2050，瑞丰准一级涨 100 到厂 2170-2180 元，文

丰二级上涨 100 到厂 2010，带动了周边地区价格小涨，焦企库存不多，商家盼涨心切。华

东地区涨势较强，其中日钢二级上涨 100 到厂 2200-2210，莱钢准一级上涨 200 到厂 2495，

镔鑫特钢二级上涨 200 到厂 2250 元，潍钢准一上涨 100 到厂 2370 元，钢企拿货积极性增强，

厂里库存不大，市场需求尚可。而东北以及西北等地也纷纷上调，凌钢二级上涨 100 到厂

2150，新抚钢二级上涨 100 到厂 2195，龙钢二级上涨 100 到厂 1960，新一轮的上涨基本囊

括国内各个地区，贸易商交投积极性明显增加，蓝天保卫战执行在即，环保仍是主要关注点，

商家对后市预期仍看涨。

下游企业拿货积极性较高，大部分企业库存多在十天左右，随着价格不断走高，贸易商

备货积极性增强。综合来看，受蓝天保卫战影响，各地上下游企业开工受限，特别是焦化

企业限产较多，市场资源将进一步减少，焦炭价格将维持稳中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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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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2010 2040-2210 ↑150 到厂含税

乌海 二级冶金焦 1750-1800 1850-1900 ↑100 出厂含税

日照 二级冶金焦 2000-2010 2200-2210 ↑200 到厂含税

介休 二级冶金焦 1950 2050 ↑50 出厂含税

七台河 二级冶金焦 1980 2180 ↑200 出厂含税

天津港 二级冶金焦 2000-2050 2100-2150 ↑100 平仓含税

银川 80焦 1330 1550 ↑220 出厂含税

平顶山 二级冶金焦 1950 2150 ↑200 出厂含税

淮北 二级冶金焦 1900 2100 ↑200 出厂含税

太原 二级冶金焦 1950-2000 205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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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钢厂 规格 货源地 上周价 本周价 涨跌 价格属性

华东

潍坊钢铁 二级 山东/山西 2270 2370 ↑100 含税到厂

马钢 准一级 河南 2380 2380 - 含税到厂

莱钢 准一级 山东/山西 2295 2495 ↑200 含税到厂

莱钢永锋 准一级 山东/山西 2040 2040 - 含税到厂

日钢 二级 山东 2000-2010 2200-2210 ↑200

东北

新抚钢 二级 锦州 2095 2195 ↑100 含税到厂

凌钢 二级 河北/山西 2050 2150 ↑100 含税到厂

河北

河钢 一级 河北 2265 2370 ↑105 含税到厂

承德建龙 准一级 河北 2020 2050 ↑30 含税到厂

文丰钢铁 二级 邯郸 1910 2010 ↑100 含税到厂

瑞丰钢铁 准一级 邢台 2070-2080 2170-2180 ↑100 含税到厂

华中 湘钢 准一级 湖南 2245 2245 - 含税到厂

西北 龙钢 二级 江苏 1960 1960 - 含税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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