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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焦炭环保组合拳，先限产再关停 
■事件：近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稿》），其中钢

铁、焦化、铸造行业实施部分错峰生产。 

点评 

■与去年政策相比，今年的环保限产政策更加差异化与严格化：一方面，

钢铁产能限产 50%重点城市增加天津、邢台，其他非重点城市限产比

例也明确为 30%。限产计量标准，除维持以高炉生产能力计，增加配

套烧结、焦炉等设备同步停限产要求；另一方面，对带环保达标的企

业更加差异化，环保达标免错峰，“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大宗物

料及产品运输等全面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可不予错峰，但橙色及以上

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仍需限产 50%，仅部分生产工序和环节达到超低

排放要求的，仍纳入错峰生产实施方案，按照排放绩效水平实施差异

化错峰。”另外，今年限产时间从 10 月 1 日开始，较去年的供暖期开

始（11 月 15 日）限产时间多了 45 天左右。 

■秋冬季焦炭限产 33%，基本与去年持平：据《意见稿》，“秋冬季期间，

焦化企业出焦时间延长至 36 小时以上；焦炉炉体加罩封闭、配备焦炉

烟囱废气脱硫脱硝装臵且达到特别排放限值的，可不予错峰”。延长出

焦时间至 36 个小时相当于限产 33%，基本与去年相同，则测算从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合计影响焦炭产量约 1440 万吨，影响

生铁产量约 4620 万吨，对应焦炭需求 1571 万吨。 

■如限产范围扩大至汾渭平原，则焦炭供给收缩幅度将大于需求：值得

注意的是，前期发布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将污染治理

重点区域除京津冀以外扩大至汾渭平原、以及长三角，假设限产范围

扩大至全部重点区域，按同样的限产时间与限产幅度测算，影响焦炭

供给量 3830 万吨，影响生铁产量 5623 万吨，对应焦炭需求 1911 万吨，

则供给收缩幅度远超过下游需求萎缩幅度。 

■明确提出焦化行业去产能：《意见稿》提出，“河北、山西省全面启动

炭化室高度在 4.3 米及以下、运行寿命超过 10 年的焦炉淘汰工作；河

北、山东、河南省要按照 2020 年底前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

左右的目标，制定“以钢定焦”方案，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

据 Mysteel《中国焦化企业地图册》，山西焦炭产能约 1.4 亿吨左右，独

立焦化厂占 85.9%。河北省焦化产能约 9000 万吨，钢厂附属焦化厂占

42%，二省合计占全国 6.7 亿吨焦炭产能的 34%，以 2017 年产量计算，

占全国产量的 30.58%。而据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口径，截止 2016 年，4.3

米及以下焦炉仍是主流，产能占比在 48.1%左右。我们认为，根据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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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淘汰 4.3 米以下的焦炉或成为趋势，将直接导致焦炭产量收缩，

焦炭行业景气程度有望提高。另外，“以钢定焦”也将加速焦化企业去

产能，根据 Mysteel《中国钢厂地图名录》测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

材产能约占全国的 32%。2017 年全国钢材产量 10.5 亿吨，日均高炉产

能利用率为 81.71%，则估算 2017 年钢材产能为 12.83 亿吨，则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钢材产能为 4.11 亿吨，而炼焦产能为 1.77 亿吨，炼焦产能/

钢材产能为 0.43。按照《意见稿》，2020 年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这一比

值应达到 0.4 左右，假设钢材产能维持 17 年水平，需要去化的焦炭产

能也达到 1260 万吨，平均每年需去化 420 万吨焦炭产能。 

■焦炭行业有望随着环保提升景气度：据 Wind 数据，焦炭产量自 2013

年达到峰值 4.8 亿吨后就不断下降，2017 年焦炭产量只有 4.3 亿吨，我

们认为其实可以间接说明焦炭行业在行业低迷时进行自然去产能，因

此我们推测焦炭行业的产能过剩情况可能不及测算的 66%的产能利用

率那么严重。在环保加速焦炭行业去产能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焦炭行

业将迎来景气度的全面回升。建议关注：金能科技、开滦股份。另外，

喷吹煤作为焦炭在高炉里的主要替代物，在焦炭价格上涨时也会随之

上涨，利好喷吹煤龙头潞安环能。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过度萎缩，环保限产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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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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