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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严控焦化产能，加速焦炭行业供

需扭转 
■事件：江苏省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全省化工钢铁煤电行业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严格控

制钢铁行业相关焦化产能，2018 年底前，沿江地区和环太湖地区独立

焦化企业全部关停，其他地区独立焦化企业 2020 年前全部退出。2020

年底前，除沿海地区外钢焦联合企业实现全部外购焦。徐州市要在 2020

年底前对现有的 11 家焦化企业实施关停、搬迁、改造、提升，整合成

2-3 家综合性焦化企业，压减 50%炼焦产能。 

点评 

■江苏省焦化或面临大批量关停：与 5 月提出的方案相比，《意见》规

定的退出范围较之前从沿江地区和环太湖地区扩大至全省，关停比重

也相应提升。据 Mysteel 数据，江苏焦化总产能约 2900 万吨，占全国焦

炭总产能 5%。其中钢厂焦炭产能约 1300 万吨，独立焦化产能约 1600

万吨，主要分布在徐州地区（徐州市焦化产能约为 1500 万吨左右）。根

据《意见》，到 2020 年，徐州将退出 750 万吨焦化产能，全省独立焦化

产能预计将退出 850 万吨左右。叠加非沿海地区钢焦联合企业全部实

现外购，保守预计到 2020 年全省累计退出焦炭产能 1000 万吨以上，约

占 5 亿吨总产能的 2%。 

■江苏省大力清退焦炭产能将加快焦炭供需扭转：虽然徐州地区焦化厂

从 4 月开始停产，短期看不到边际产量变化，但当政策开始执行，江

苏地区因产能退出造成的焦炭缺口将加快焦炭的供需扭转。据 Wind 数

据，2017 年江苏省焦炭产量为 2060 万吨，以到 2020 年保留 750 万吨焦

炭产能，产能利用率为 90%测算，产量净减少量为 1385 万吨，这部分

缺口将从山西、陕西、山东、安徽等主产地弥补，但上述地区同时也

是环保重点区域，自身也面临产量收缩。江苏省清退焦化产能将会加

速焦炭行业的供需扭转，带动焦炭价格继续上涨。 

■江苏周边焦炭主产省份有望直接受益：江苏省是钢铁大省，据 Wind

数据，2017 年江苏省生铁产量为 71076 万吨，以 0.48 的系数折算焦炭

需求为 34116.5 万吨，江苏省焦炭产量为 2060 万吨，测算焦炭自给率

仅为 6%，大部分需要依靠外省输入。本次江苏省进一步清退焦炭产能

将利好周边地区焦炭生产企业，如 1）雷鸣科化，位于安徽省淮北市，

有合计 440 万吨/年焦化产能；2）金能科技，位于山东省德州市，旗下

230 万吨焦炭产能。 

■2018 年是焦炭行业去产能大年，利好整个焦炭板块：2018 年环保政

策频出，且范围不断扩大，助力焦化行业产能出清，整个焦炭板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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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受益，建议关注焦炭板块投资机会，推荐金能科技、开滦股份、山

西焦化等标的。 

■风险提示：环保政策变化，需求下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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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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