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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周报：本周焦炭再度普跌 100（1.7-1.11)

一、本周焦煤市场综述与下周预测

本周国内炼焦煤市场弱稳运行，成交一般。临近年底，煤矿安全检查趋严，部分煤矿放

假，加之近日国家煤矿安监局出台通知影响，煤矿产量偏低，焦煤整体供应略显偏紧，尤其

是低硫主焦煤资源偏少，但焦煤受焦炭降价持续影响下，市场现货价格总体偏弱。山西地区

洗煤厂出厂降价范围扩大，近期临时性预警天气较多，发货、运输受到影响。钢厂第六轮提

降焦价基本落实，焦企利润受损，但接受较快，心态持稳，焦企转移自身压力需求迫切，有

打压焦煤价格意向，煤炭售价坚挺，煤矿调价意愿不强，整体市场供应、成交一般。富宝煤

炭研究小组认为：目前焦炭弱稳观望，焦企利润低位，对焦煤持打压态度，然煤矿焦煤库

存不大，商家降价意愿不高，预计短期焦煤弱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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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治 瘦主焦煤 S0.5A8 1700 1700 - 车板含税

唐山 焦煤 S0.8A11 1575 1555 ↓20 出厂含税

邢台 1/3 焦煤 S0.5A9 1400 1400 - 车板含税

临沂 气煤 S0.5A9 1210 1210 - 车板含税

枣庄 1/3 焦煤 S0.8A7 1335 1335 - 出厂含税

孝义 焦煤 S1.9A10.5 1100 1100 - 车板含税

二、本周焦炭市场综述与下周预测

本周焦炭市场普跌 100，成交一般。随着上周末山东主流钢厂焦炭采购价下调 100 元/

吨，本周初河北、山西等地陆续跟跌，目前第六轮提降已逐步落实，焦炭累跌 650 元/吨。

近期钢价不稳，并受环保督查影响，高炉开工率有所下滑，焦炭库存高位，钢厂到货情况较

好，对焦炭需求偏低，然焦炭供应相对宽松，对焦价支撑偏弱。河北钢铁、承德钢铁一级冶

金焦跌 100 到厂 2200；承德建龙二级跌 250 到厂 2100；日钢准一级冶金焦跌 100 到厂

1990-2000；莱芜准一级跌 100 到厂 2265；莱钢永锋准一级跌 100 到厂 2030；文丰二级跌

100 到厂 1900。炼焦煤价格居高不下，焦炭成本高位，然焦价不断走低，现已跌至成本线附

近，焦化厂利润低位，据悉内蒙古地区部分焦企主动限产保价，商家续跌意愿降低。

富宝焦炭研究小组认为：当前焦企几无利润，成品材虽长期处于低迷态势，但焦钢企

业利润差距仍逐渐拉大，钢厂虽有继续压价的意向，但焦企稳价心态增强，焦钢企业博弈

加剧，短期焦炭或弱稳观望。

地区 品名 上周价格 本周价格 涨跌 备注

mailto:steel@f139.com


上海昊钰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免费服务热线：400-886-0990

富宝钢铁网：www.f139.cn Email：steel@f139.com

地 址：上海市中江路 879 号天地软件园 25 号楼 4层 邮 编：200333

2

中国钢材市场研究与分析报告（焦炭）第 2019002 期

唐山 二级冶金焦 2030-2100 1930-2000 ↓100 到厂含税

乌海 二级冶金焦 1750-1800 1650-1700 ↓100 出厂含税

日照 二级冶金焦 2090-2100 1990-2000 ↓100 到厂含税

晋中 一级冶金焦 2120-2170 2020-2070 ↓100 出厂含税

七台河 二级冶金焦 2070 1970 ↓100 出厂含税

天津港 一级冶金焦 2350-2450 2150-2250 ↓200 平仓含税

银川 二级冶金焦 1750 1650 ↓100 出厂含税

平顶山 二级冶金焦 2300 2300 - 出厂含税

徐州 二级冶金焦 2200 2150 ↓50 出厂含税

太原 一级冶金焦 2100-2150 200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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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镔鑫特钢 准一级 山东/山西 2500 2400 ↓100 含税到厂

马钢 准一级 河南 2610 2610 - 含税到厂

莱钢 准一级 山东/山西 2365 2265 ↓100 含税到厂

三钢 准一级 江西/山西 2640 2520 ↓120 含税到厂

日钢 准一级 山东 2090-2100 1990-2000 ↓100 含税到厂

东北

新抚钢 二级 抚顺 2185 2085 ↓100 含税到厂

凌钢 一级 河北/山西 2250 2250 - 含税到厂

河北

河钢 一级 河北 2300 2200 ↓100 含税到厂

承德建龙 准一级 河北 2350 2100 ↓250 含税到厂

文丰钢铁 二级 邯郸 2000 1900 ↓100 含税到厂

天津轧一 准一级 河北 2100 2100 - 含税到厂

华中 湘钢 二级 湖南 2150 2050 ↓100 含税到厂

西北 龙钢 二级 山西 1950 1850 ↓100 含税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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