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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价格累计上涨 38.81%，关注行业投资机会 
事件：截止 2018 年 6 月 22 日，唐山二级冶金焦报收 2325 元/吨，较 4

月 13 日低点上涨 650 元/吨，涨幅达 38.81%。 

点评： 

■我们认为焦炭价格上涨主要与供给收缩和需求改善有关。一方面，1-5

月焦炭累计产量同比下降 2.9%。另一方面，高炉开工率不断提升，生

铁产量环比改善。 

■建议关注焦炭行业未来机会。首先，焦炭供给有望长期维持紧缩。根

据 Mysteel 数据，截止 2017 年底，焦炭总产能约 6.5 亿吨。据 Wind 数

据，2017 年焦炭产量为 4.3 亿吨，产能利用率约为 66%。而根据我们调

研信息，造成焦炭产能利用率低的原因在于焦炭实际产能大幅小于统

计数据，仅仅约 5.0 亿吨，所以预计 2018 年将会持续看到产能去化。

未来新增产能方面，据 Mysteel 数据，目前在建或者筹建产能大致 4000

万吨左右，大部分将在 2019-2020 年投产。假设新建项目全部投产，基

于现在产能水平，增量幅度预计仅为 6.15%，比较有限。从产量角度，

2018 年 1-5 月焦炭产量累计 1.76 亿吨，较去年同期下降 2.90%，符合我

们的判断。 

■此外，环保限产趋严，2018 年焦炭有效供给或将受到叠加压制。2017

年环保部发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其

中包括北京、天津等 28 个城市被确定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简称“2+26”）。2017 年 6 月，“2+26”城市执行环保新规，逾期不能

满足将限制生产、停产整顿，导致高炉限产、焦炉限产预期提升。2017

年 7 月，国家环保巡视组下派以及各省提前整顿，主要限制了焦炉生

产。2017 年 11 月，环保部执行“2+26”环保限产，将冬季高炉限产、

焦炉限产推向高潮，供给收缩预期达到最高点。尽管 12 月为了保障供

暖允许一部分焦化企业满负荷生产供应焦炉煤气以满足城市用气需

求，但是我们认为 2018 年的环保限产预期仍然较高。而 2018 年 5 月，

徐州的焦化环保政策导致当地 13 家焦企停限产 70%。我们认为，假设

2018 年除去”2+26”地区，环保政策蔓延至全国，将会对焦炭的有效

供给造成进一步的打击。 

■第三，下游需求边际改善。一方面，高炉开工率不断提升，据 Wind

数据，6 月 22 日全国高炉开工率达 71.55%，较 3 月低点 62.02%，提高

9.53%。另一方面，下游需求边际改善。其中，据 Wind 数据，5 月当月

生铁产量同比增 4.00%，环比增 5.99%。累计增速看，1-5 月份累计同

比分别为-1.70%、-1.18%、-1.20%、-0.60%，降幅收窄，不断改善。此

外，从钢材产量结构看，生铁产量占比也不断优化，其中 2018 年 3-5

月生铁产量分别占总钢材产量的 67.35%、68.40%、68.90%，利好焦炭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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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焦煤价格增长幅度有限，焦炭价格中枢抬升，煤焦价差有望持

续扩大。2018 年年初至今，京唐港主焦煤价格中枢为 1751.10 元/吨。

考虑全年焦煤供需缺口，我们预计全年均价有望维持在 1800 元/吨。而

2018 年初至今唐山二级冶金焦均价为 1953.52 元/吨，考虑焦炭全年供

需，我们预计均价有望维持 2000 元/吨，较去年均价提升 131 元/吨。

从煤焦价差角度看，考虑转换系数，目前煤焦价差为 37 元/吨，为历

史同期较高水平。未来金九银十，价差扩大可期。 

■推荐金能科技、陕西黑猫，建议关注山西焦化、潞安环能、雷鸣科化。

其中，金能科技焦炭产能 230 万吨/年，2017 年焦炭业务营收占比

48.19%，毛利占比为 56.85%；陕西黑猫焦炭产能 500 万吨，2017 年焦

炭业务营收占比 84.26%，毛利占比 13.06%。此外，山西焦化、潞安环

能、雷鸣科化值得关注。 

■风险提示：焦炭供给大量释放，环保检查不及预期，焦炭价格下跌，

下游需求萎靡，焦煤价格上涨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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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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