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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月焦炭基本面情况回顾
1、价格走势及盈利情况
①价格走势：9 月初焦炭第二轮降价落实后价格平稳运行，上中旬市场情绪较差，市场普遍担忧
焦炭下跌第三轮，而后由于钢材价格企稳回升，钢厂利润好转，并未有钢厂提出第三轮降价。中
旬后期有提涨声音出现，然而钢厂抵触情绪较强，实际成交极少，主流地区焦炭价格基本稳定运
行。27 日 MyCpic 焦炭价格指数报 1860.3 较上一工作日持平，9 月均价 1863.8。各区域价格指数
如下：东北 1873.6，华北 1810.3，华东 2026.2，，华中 1976.8，西北 1638.1，西南 2192.4。
②盈利情况：9 月初焦炭落实第二轮下跌后吨焦利润大幅下滑，而后由于各地炼焦煤陆续降价，
吨焦利润略有回升，但总体上看来吨焦利润处于较低水平。本周 My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 30
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 92.53 元，较上周上升 2.78 元；山西准一级焦平
均盈利 85.09 元，较上周下降 0.29 元；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133.97 元，较上周上升 3.65 元；
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 52.67 元，较上周上升 1.5 元；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106.42 元，较上周上
升 3.8 元。
2、生产情况
①产能利用率：9 月上中旬产能利用率微幅下降，月底出现大幅下滑。Mysteel 煤焦事业部 9 月底
统计全国 100 家独立焦企样本产能利用率 69.98%，周环比下降 7.71%，月环比下降 10.24%，年同
比下降 4.9%。月末焦化开工率明显下滑，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区陆续出台应对重污染天气应急
减排措施，要求焦企出焦时间延长至 36-48 小时不等，且多数焦企已于 24、25 日左右逐步落实限
产要求，结束时间多在 10 月 3 日左右。
3、出口情况
海关总署 9 月 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8 月份出口焦炭 44.1 万吨，同比减少 34.7 万吨，下降
44.04%；环比减少 4.4 万吨，下降 9.07%。8 月份焦炭出口额为 12040 万美元，同比下降 47.86%，
环比下降 2.59%。据此推算出口单价为 273.02 美元/吨，环比上涨 18.17 美元/吨，同比下跌 19.98
美元/吨。2019 年 1-8 月份，全国累计出口焦炭 477.1 万吨，同比下降 25.4%；累计出口金额 137550
万美元，同比下降 28.9%。
4、需求及库存情况
（1）需求方面：9 月底 Mysteel 调研 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0.85%，周环比降 10.33%，月环比
下降 9.41%，同比降 9.99%；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9.32%，周环比降 3.74%，月环比降 2.28%，同
比降 2.1%，钢厂盈利率 86.23%，环比增 2.02%，日均铁水产量 221.8 万吨，周环比降 10.46 万吨，
同比降 5.88 万吨。上中旬高炉产能利用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焦炭需求良好，月末河北、山东、山
西等地钢厂陆续也进入限产状态，高炉开工率、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下滑明显，个别钢厂打压原
料价格意向上升，其他多数持观望态度，多等节后复产再做考虑。
（2）库存方面：9 月焦炭总库存微幅增加，月底总库存（钢厂+焦企+港口）为 942.03 万吨，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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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增 6.62 万吨，从库存结构来看，钢厂焦炭库存与港口焦炭库存基本不变，焦企场内焦炭库存
略有增加。
①焦企方面：Mysteel 调研 100 家独立焦企，9 月焦企焦炭库存略有增加，厂内焦炭库存由 8 月末
的 23.24 万吨上升到 8 月末的 31.58 万吨，而焦炭主要的增加是在 9 月上旬，而后焦炭需求良好，
焦企焦炭库存稳定。上旬焦炭库存增加主要是当时焦炭仍处于降价周期中，焦炭采购积极性一般，
而后唐山钢厂限产稍有放松，需求稍有回升，焦炭供需相对平稳。
②钢厂方面：Mysteel 调研 110 家钢厂样本焦炭库存整体保持稳定，9 月末为 456.75 万吨，而 8
月末为 455.17，变化极小。9 月由于焦炭价格基本无变化，钢厂多按需采购，保持厂内焦炭库存
稳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钢厂焦炭库存一直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小幅波动，钢厂采购策
略更为谨慎。
③港口方面：9 月港口焦炭库存保持稳定，9 月底为 453.7 万吨，8 月底为 457 万吨。因 9 月产地
焦炭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贸易商产地拿货较少，多保持观望状态，港口交投气氛一般，并无大规
模集疏港。9 月底港口焦炭库存：天津港 36，连云港 7.7，日照港 160，青岛港 250，总库存 453.7。

二、总结及后期预判
1、9 月焦炭价格走势简单总结
9 月焦炭保持稳定运行的主要原因是：①钢、焦企业都处于偏低利润水平，涨、跌价都将遭遇更
大的阻力，这也使得月初市场预期的第三轮降价与月中的焦炭提涨都没能落地；②焦炭供需基本
平衡，从库存可以看到，总库存相对稳定，焦炭供应并未出现明显的偏紧或过剩现象。在这样的
情况下，钢、焦企业都相对谨慎，焦炭价格也得以一直稳定。
2、10 月钢材可能走势
今年钢价从 4 月中旬高点一直下跌，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弹，再说，现在的价格比成本也
高不了多少。理性地看，10 月钢价即使调整，应该也没有什么调整空间。总之，10 月钢铁市场，
基本面有望得到较大的缓解，宏观预期也有望逐步改善，钢价有望迎来修复性反弹行情，但也要
谨防做空资本肆意打压而带来的期货调整压力。
3、焦炭目前面临的形势及预期
①库存方面：年初以来钢厂焦炭库存波动较小，目前钢厂焦炭库存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明显高
于去年同期水平，而目前国庆临近，唐山、邯郸等地钢厂高炉限产进一步加严，钢厂焦炭可用天
数明显增加，不过考虑到国庆前后各地由于环保等原因运输不畅，预计钢厂焦炭库存依然平稳，
而山西等地焦企库存或有增加可能，这使得焦企有一定销售压力；港口焦炭库存在目前形势并不
明朗的下，贸易商并不感贸然拿货，预计港口焦炭库存也将继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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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供应及利润方面：目前焦炭平均利润在 100 元/吨左右，在钢材盈利一般的情况下，该利润水平
也不算太差，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焦企依然将开足马力生产。从目前焦企限产政策来看，山西、
山东焦企限产时间多在国庆前后，影响时间大约十天左右，也就说国庆节过后，限产结束，焦炭
供应可能很快回到限产之前的水平。
③需求方面：国庆节前后唐山、邯郸等地高炉焖炉，山西、山东、河南等地钢厂高炉也不同程度
限产，短期焦炭需求急剧下降，不过同期焦化限产，对焦炭价格影响并不太大，更重要的是国庆
结束后钢厂高炉将如何复产以及复产程度，而据之前了解唐山地区在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4 日，高
炉、烧结、竖炉、白灰停产 50%；如遇重污染天气预警，高炉停产 50%不变，烧结、竖炉全部停产。
也就是说国庆结束之后，唐山钢厂仍将继续限产，只不过限产有所放松，其余区域钢厂高炉预计
国庆节后将陆续恢复正常生产。那么可以合理推测 10 月焦炭需求相比 9 月中上旬（月末限产之前）
要稍有减量。
4、上游炼焦煤情况
综合来看，节后随着下游焦企、钢厂的逐步复产，叠加月底冬储补库预期，十月焦煤需求有望修
复，市场价格有回归至前期高位区间的可能，但部分区域煤矿集中复产，也不排除煤种结构紧缺
带来的涨跌交织局面，市场整体偏上扬趋势。此外，需谨防进口煤价格低位对国内焦煤市场带来
的冲击。

三、总结
国庆节前后钢、焦企业都将执行严格的限产政策，不过其影响较短（多数执行到 10 月 3 日），且
供需同方向变动，该限产难以推动焦炭价格上涨或者下跌，更重要的是国庆之后供需情况的变化，
而据目前的限产政策，焦炭主产区山西、山东等地焦化企业除国庆前后短时限产外，并未公布 10
月其他限产计划，预计国庆节后基本能够恢复正常生产，焦炭供应水平将回到限产前，而需求方
面，据目前了解焦炭重要消耗地唐山地区钢厂在国庆限产结束后高炉仍将限产 50%到 11 月 15 日，
那么焦炭需求较 9 月份中上旬（月末限产之前）很可能下滑，综上，10 月焦炭市场依然面临着较
大压力，考虑到钢材价格仍有上升的可能，而焦炭价格目前也仍处于相对低位，钢厂也不会急于
去打压焦炭价格，预计 10 月上中旬焦炭价格依然稳定运行，下旬各地采暖季限产文件将陆续出台，
焦化限产情况恐又有变化，焦炭价格可能面临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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