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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煤价小幅上涨。截至 9 月 19 日，港口方面，秦皇岛港山西产动力末煤(Q5500)平仓价 582.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0 元/吨。动力煤价格指数(RMB):CCI 5500(含税) 587.0 元/吨，较上周上

涨 1.0 元/吨。产地方面，山西大同南郊弱粘煤 41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2.0 元/吨；内蒙古鄂

尔多斯东胜大块精煤 419.0 元/吨，较上周上涨 3.0 元/吨。国际煤价，纽卡斯尔港动力煤现货

价 66.09 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0.43 美元/吨。截止 9 月 19 日动力煤主力合约期货升水 1.8 元

/吨。 

 六大电日耗高位运行。本周沿海六大电日耗均值为 69.1 万吨，较上周的 70.6 万吨下降 1.6 万

吨，降幅 2.2%，较 18 年同期的 58.6 万吨增加 10.5 万吨，增幅 17.8%；9 月 20 日六大电日

耗为 68.2 万吨，周环比下降 5.0 万吨，降幅 6.8%，同比增加 6.9 万吨，增幅 11.3%，可用天

数为 23.0 天，较上周同期增加 1.4 天，较去年同期下降 1.2 天。 

 港口煤炭库存小幅增加。本周国内重要港口（秦皇岛、曹妃甸、国投京唐港）库存小幅增加，

周内库存水平均值 1209.8 万吨，较上周的 1189.2 万吨增加 20.5 万吨，增幅 1.7%；下游电

厂库存方面，本周六大电厂煤炭库存均值 1577.5 万吨，较上周下降 15.2 万吨，降幅 1.0%，

较 18 年同期增加 72.7 万吨，增幅 4.8%；截至 9 月 19 日秦皇岛港港口吞吐量周环比下降 15.2
万吨至 45.3 万吨。 

 焦炭焦煤板块：焦炭方面，焦炭市场整体暂稳运行，市场情绪略有好转。焦炭供应方面继续

高稳运行，部分焦企仍有库存待消耗，钢厂方面，厂内焦炭库存继续中高位运行，前期中秋

假期期间到货稳定，部分主流钢厂库存已增至今年高点位置，河北、山东等地区钢厂国庆限

产预期增强，高炉开工或将一定程度下滑，多数钢厂不追高库存，保持按需采购为主，短期

看终端需求仍偏弱。焦煤方面，焦煤市场整体弱势运行。炼焦煤煤矿原煤、精煤库存继续攀

升，部分主产地主流大矿库存已增至年内高点，出货压力明显，其中部分煤企为缓解出货压

力，继续加大量价优惠政策，煤价已降至近年内的低位水平，在焦炭市场暂无明显起色及煤

矿供应充足情况下，下游多继续保持中低位库存水平。 

 我们认为，国庆前供给受限，行业淡季需求下滑，库存较前期有所下降的背景下，煤炭价格

或将保持坚挺。一方面，大秦线检修已经拉开序幕，检修后大秦线日均运量 105 万吨，日均

减少 10 万吨左右。另外，因大庆临近，产地安检及环保较为严格，煤炭生产受限，大部分地

区坑口价格稳中略涨，中间贸易商受成本影响，发运积极性较差。煤炭市场供给收缩，部分

贸易商捂货待售，等待检修影响深化，此外，受气温回升影响，沿海电厂日耗运行于 70 万吨

左右，较去年同期增加 10 万吨左右，库存连续 9 日运行于 1600 万吨以下，加之进口煤平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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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内贸市场交投活跃度较之前有所提高，市场看涨情绪有所升温；另一方面，下游

电厂机组也已进入检修期，虽然受气温回升影响，日耗暂高于去年同期，但气象预告下周开

始气温回落，预计日耗将明显减少，高日耗可持续性较弱；叠加近几年大秦线检修影响不大，

买卖双方进入博弈期，后续煤价或将震荡运行。动力煤继续推荐估值优势明显，安全边际较

高且具有成长性的兖州煤业（H、A），资源禀赋优异，内生增长空间较大的陕西煤业，和业

绩稳健、现金流充沛的中国神华（H、A）三大核心标的。炼焦煤积极关注西山煤电（国改预

期）、淮北矿业、平煤股份等以及煤炭供应链管理与金融公司瑞茂通。 

 风险因素：安全生产事故，下游用能用电部继续较大规模限产，宏观经济大幅失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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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核心观点及重点关注：博弈的市场，坚挺的煤价 

我们认为，国庆前供给受限，行业淡季需求下滑，库存较前期有所下降的背景下，煤炭价格或将保持坚挺。一方面，大秦线

检修已经拉开序幕，检修后大秦线日均运量 105 万吨，日均减少 10 万吨左右。另外，因大庆临近，产地安检及环保较为严

格，煤炭生产受限，大部分地区坑口价格稳中略涨，中间贸易商受成本影响，发运积极性较差。煤炭市场供给收缩，部分贸

易商捂货待售，等待检修影响深化，此外，受气温回升影响，沿海电厂日耗运行于 70 万吨左右，较去年同期增加 10 万吨左

右，库存连续 9 日运行于 1600 万吨以下，加之进口煤平控政策影响，内贸市场交投活跃度较之前有所提高，市场看涨情绪

有所升温；另一方面，下游电厂机组也已进入检修期，虽然受气温回升影响，日耗暂高于去年同期，但气象预告下周开始气

温回落，预计日耗将明显减少，高日耗可持续性较弱；叠加近几年大秦线检修影响不大，买卖双方进入博弈期，后续煤价或

将震荡运行。动力煤继续推荐估值优势明显，安全边际较高且具有成长性的兖州煤业（H、A），资源禀赋优异，内生增长空

间较大的陕西煤业，和业绩稳健、现金流充沛的中国神华（H、A）三大核心标的。炼焦煤积极关注西山煤电（国改预期）、

淮北矿业、平煤股份等以及煤炭供应链管理与金融公司瑞茂通。 

 

近期重点关注 

1、榆林地区煤管票放开，按全年定额发放，不再按月领取。“三统一”管理模式（即统一计划、统一票据、统一管理系统设

备）的最有效抓手，就是“煤管票”。“煤管票”即《榆林市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由榆林市财政局统一印制，然后由市

县两级煤炭管理部门发放给企业，在票据的发放、回收等管理过程中，市县两级部门形成了一整套互相监督制约的机制体制，

这种模式彻底杜绝了以往各县区借煤票名义强加税费的可能。目前，榆林市各涉煤企业在领用“煤管票”时，仅需要缴纳代

收取的 1 元/吨的水土资源保持费，此外别无其他费用。煤管票放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供给端的紧缺现象，同时，煤管票放开

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季节性因素导致的煤炭供给紧张的局面，平抑了煤价大幅波动的情况。（资料来源：

http://www.sxcoal.com/news/4594303/info） 
 
2、8 月底，印度内阁就煤炭领域放宽外资限制的提案进行了讨论，并最终通过了这一提案。根据该提案，外商能够通过现有

渠道直接投资印度煤炭的开采、加工基础设施及销售等业务。印度政府表示，确立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将为印度煤炭行业吸

引更多国际企业，创造一个高效、有竞争力的煤炭市场。据了解，根据这一政策，外资将能够进入印度的煤炭开采、燃煤发

电等领域。另外，印度政府还计划适当减少对外企的税收。印度目前经济增速已逐步放缓，向外资开放煤炭市场的措施，正

是莫迪政府激发印度经济活力的一大举措，但效果仍待观察。（资料来源：http://www.sxcoal.com/news/4598126/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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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周煤炭板块及个股表现 

 本周煤炭板块下跌 2.5%，表现劣于大盘；本周沪深 300 下跌 0.9%到 3935.7；涨幅前三的行业分别是电子元器件(3.3%)、
食品饮料(2.6%)、餐饮旅游(1.1%)。 

图 1：各行业板块一周表现（%）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本周煤炭开采洗选板块下跌 2.04%，动力煤板块下跌 1.65%，无烟煤板块下跌 3.06%；煤炭化工下跌 5.11%，焦炭板块下

跌 4.98%。 

图 2：A 股煤炭及焦化板块区间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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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本周煤炭采选板块中涨幅前三的分别为安源煤业(0.8%)、中国神华(-0.1%)、金瑞矿业(-1.0%)。 

图 3：煤炭开采洗选板块个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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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三、煤炭价格跟踪：港口煤价小幅上涨 
 
表 1：本周煤炭价格速览 

-  价格 周变化 周环比 同比 单位 

煤炭价格指数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Q5500K) 578.00 0.00 0.00% 1.58% 元/吨 

动力煤价格指数(RMB):CCI5500(含税) 586.00 1.00 0.17% -14.93% 元/吨 

动力煤价格 港口价格 秦皇岛港动力末煤(Q5500)山西产平仓价 582.00 1.00 0.17% -6.88% 元/吨 

广州港山西优混库提价(含税) 670.00 0.00 0.00% -8.84% 元/吨 

产地价格 

 

陕西榆林动力块煤（Q6000）坑口价 560.00 10.00 1.82% 13.13% 元/吨 

大同南郊弱粘煤坑口价(含税) 415.00 -2.00 -0.48% -5.68% 元/吨 

内蒙古东胜大块精煤车板价（Q5500） 419.00 3.00 0.72% -5.20% 元/吨 

国际动力煤价 

 

纽卡斯尔 NEWC 动力煤 66.09 0.43 0.65% -41.52% 美元/吨 

欧洲 ARA 港动力煤现货价 54.54 3.54 6.94% -44.92% 美元/吨 

理查德 RB 动力煤现货价 61.38 2.13 3.59% -37.02% 美元/吨 

广州港印尼煤(Q5500)库提价 645.00 0.00 0.00% -11.64% 元/吨 

广州港澳洲煤(Q5500)库提价 645.00 0.00 0.00% -11.64% 元/吨 

内贸进口煤价差 广州港内贸煤减去进口动力煤 120.80 价差扩大 - - 元/吨 

动力煤期货 收盘价 583.80 升水 1.8 - - 元/吨 

炼焦煤价格 

 

港口价格 

 

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含税) 1,650.00 -20.00 -1.20% -5.17% 元/吨 

连云港山西产主焦煤平仓价(含税) 1,750.00 -20.00 -1.13% -4.89% 元/吨 

产地价格 

 

临汾肥精煤车板价(含税) 1,540.00 -20.00 -1.28% -6.10% 元/吨 

兖州气精煤车板价 980.00 -40.00 -3.92% -1.01% 元/吨 

邢台 1/3 焦精煤车板价 1,490.00 0.00 0.00% 2.76% 元/吨 

国际动力煤价 澳洲峰景煤矿硬焦煤中国到岸价 160.00 -11.50 -6.71% -27.60% 元/吨 

焦煤期货 收盘价 1,334.00 贴水 216.0 - - 元/吨 

无烟煤价格 

 

 晋城中块无烟煤(Q6800) 1,030.00 0.00 0.00% -15.57% 元/吨 

阳泉无烟洗中块(Q7000) 1,000.00 0.00 0.00% -15.97% 元/吨 

河南焦作无烟中块(Q7000) 1,130.00 0.00 0.00% -14.39% 元/吨 

喷吹煤价格  长治潞城喷吹煤(Q6700-7000) 车板价(含税) 892.00 0.00 0.00% 0.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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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喷吹煤车板价(含税)(Q7000-7200) 943.00 0.00 0.00% -8.00% 元/吨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1、 煤炭价格指数 

 截至 9 月 18 日，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环渤海地区发热量 5500 大卡动力煤的综合平

均价格）报收于 578.0 元/吨，环比上期持平；截至 9 月 19 日，动力煤价格指数(RMB):CCI5500(含税)报收于 587.0 元/吨，

环比上期环比增加 0.17%。 

图 4：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  图 5：动力煤价格指数(RMB):CCI5500(含税)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2、动力煤价格 

2.1 港口及产地动力煤价格 

 港口动力煤：截至 9 月 19 日，秦皇岛港动力末煤(Q5500)山西产平仓价 582.0 元/吨，环比上期上涨 1.0 元/吨。 

 产地动力煤：截至 9 月 6 日，陕西榆林动力块煤（Q6000）坑口价 560.0 元/吨，环比上期上涨 10.0 元/吨；大同南郊粘煤

坑口价(含税)（Q5500）415.0 元/吨，环比上期下跌 2.0 元/吨；内蒙古东胜大块精煤车板价（Q5500）419.0 元/吨，环比

上期上涨 3.0 元/吨。 

图 6：秦皇岛港:平仓价:动力末煤(Q5500):山西产（元/吨）  图 7：产地煤炭价格变动（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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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2.2 国际动力煤价格 

 截至 9 月 19 日，ARA 指数 56.3 美元/吨，环比上期上涨 5.32 美元/吨；理查德 RB 动力煤 FOB 指数 60.6 美元/吨，环比上

期上涨 1.04 美元/吨；纽卡斯尔 NEWC 动力煤 FOB 指数 66.0 至上涨 0.52 美元/吨。 

 截至 9 月 19 日，广州港印尼煤(Q5500)库提价 645.0 元/吨，环比上期持平；广州港澳洲煤(Q5500)库提价 645.0 元/吨，环

比上期持平。 

图 8：国际煤价指数变动情况（美元/吨）  图 9：广州港:澳洲煤、印尼煤库提价（元/吨）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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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贸煤、进口煤价差跟踪及动力煤期货情况 

 截至 9 月 19 日，我国广州港内贸煤减去进口动力煤价差为 120.8 元/吨，价差较上周有所扩大。 

 动力煤期货：截至 9 月 19 日，动力煤期货活跃合约下跌 6.6 元/吨至 583.8 元/吨，期货升水 1.8 元/吨。 

图 10：我国广州港内贸煤、进口煤价差跟踪情况（元/吨） 图 11：期货收盘价(活跃合约):动力煤（元/吨）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3、炼焦煤价格 

3.1 港口及产地炼焦煤价格 

 港口炼焦煤：截至 9 月 19 日，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含税)1650.0 元/吨，环比上期下跌 20.0 元/吨；连云港山西产

主焦煤平仓价(含税)1750.0 元/吨，环比上期下跌 20.0 元/吨。 

 产地炼焦煤：截至 9 月 6 日，临汾肥精煤车板价(含税)1540.0 元/吨，环比上期下跌 20.0 元/吨；兖州气精煤车板价 980.0
元/吨，环比上期下跌 40.0 元/吨；邢台 1/3 焦精煤车板价 1490.0 元/吨，环比上期持平。 

图 12：港口焦煤价格变动情况（元/吨）  图 13：产地焦煤价格变动情况（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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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3.2 国际炼焦煤价格及焦煤期货情况 

 国际炼焦煤：截至 9 月 19 日，澳大利亚峰景煤矿硬焦煤中国到岸价 160.0 美元/吨，环比上期下跌 11.5 美元/吨。 

 焦煤期货：截止 9 月 19 日，焦煤期货活跃合约下跌 3.5 元/吨至 1334.0 元/吨，期货贴水 216.0 元/吨。 

图 14：澳大利亚峰景矿硬焦煤价格变动情况（美元/吨） 图 15：期货收盘价(活跃合约):焦煤（元/吨）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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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烟煤及喷吹煤价格 

 无烟煤：截至 9 月 6 日，晋城中块无烟煤(Q6800)1030.0 元/吨，环比上期持平；阳泉无烟洗中块(Q7000)1000.0 元/吨，环

比上期持平；河南焦作无烟中块(Q7000)1130.0 元/吨，环比上期持平。 

 喷吹煤：截至 9 月 6 日，长治潞城喷吹煤(Q6700-7000)车板价(含税)价格 892.0 元/吨，环比上期持平；阳泉喷吹煤车板价

(含税)(Q7000-7200)943.0 元/吨，环比上期持平。 

图 16：产地无烟煤车板价变动情况（元/吨）  图 17：喷吹煤车板价（含税）变动情况（元/吨）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四、煤炭库存跟踪：港口煤炭库存小幅增加 
 
表 2：本周煤炭库存及调度速览 

- 指标 价格 周变化 周环比 同比 单位 
动力煤库存 
 

秦皇岛港煤炭库存 589.00 42.00 7.68% -24.49% 万吨 

澳洲纽卡斯尔港煤炭库存 177.86 -26.31 -12.89% -20.56% 万吨 

炼焦煤库存 
 

六大港口炼焦煤库存 683.00 -18.00 -2.57% 90.55% 万吨 

国内独立焦化厂(产能>200 万吨，100 家) 531.64 10.89 2.09% 3.10% 万吨 

国内独立焦化厂(产能 100-200 万吨，100 家) 183.91 -0.96 -0.52% 2.12% 万吨 

国内独立焦化厂(产能<100 万吨，100 家) 92.70 -0.80 -0.86% -2.2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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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煤炭调度 
 

秦皇岛港铁路到车 5,457.00 -1,202.00 -18.05% 6.15% 车 

秦皇岛港港口吞吐量 43.90 -8.50 -16.22% 48.81% 万吨 

煤炭海运费 
 

秦皇岛-上海(4-5 万 DWT) 31.60 0.40 1.28% -21.20% 元/吨 

秦皇岛-广州(5-6 万 DWT) 44.30 0.40 0.91% -13.31% 元/吨 

货船比 货船比 23.85 价差缩小 - - -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1、 动力煤港口库存 

 截至 9 月 20 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增加 42.0 万吨至 589.0 万吨；截至 9 月 15 日，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煤炭库存下降 26.313
万吨至 177.9 万吨。 

图 18：秦皇岛港煤炭库存（万吨）  图 19：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煤炭库存变化情况(万吨)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2、 炼焦煤港口库存 

 截至 9 月 20 日，六大港口炼焦煤库存下降 6.0 万吨至 677.0 万吨； 

 截至 9 月 20 日，国内独立焦化厂(产能>200 万吨，100 家)炼焦煤总库存 527.9 万吨，环比下降 0.70%；国内独立焦化厂(产
能 100-200 万吨，100 家)炼焦煤总库存 175.7 万吨，环比下降 4.46%；国内独立焦化厂(产能<100 万吨，100 家)炼焦煤总

库存 90.0 万吨，环比下降 2.91%。 

图 20：六大港口炼焦煤库存（万吨）  图 21：国内独立焦化厂炼焦煤总库存（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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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3、 港口煤炭调度及海运费情况 

 秦皇岛港煤炭调度：截至 9 月 20 日，秦皇岛港铁路到车量下降 1202 车至 5457.0 车；秦皇岛港港口吞吐量下降 0.0 万吨

至 43.9 万吨。 

 煤炭海运费：截至 9 月 19 日，秦皇岛-上海(4-5 万 DWT)的海运费价格为 31.6 元/吨，环比上期上涨 0.4 元/吨；秦皇岛-广
州(5-6 万 DWT)的海运费价格为 44.3 元/吨，环比上期上涨 0.4 元/吨。 

图 22：秦皇岛港铁路到车量及港口吞吐量（万吨） 图 23：煤炭海运费情况（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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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4、 环渤海四大港口货船比情况 

 截至 9 月 19 日，环渤海地区四大港口（秦皇岛港、黄骅港、曹妃甸港、京唐港东港）的货船比（库存与船舶比）为 23.9，
环比上期价差缩小，现阶段货船比较高，主要是由于库存维持较高水平，港口到船数并无显著增加导致，港口动力煤价

格阶段性小幅波动。（根据今年的市场行情，我们调整了货船比的合理估值上下线）。 
图 24：2017-2018 年北方四港货船比（库存与船舶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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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五、煤炭行业下游表现：六大电日耗高位运行 
表 3：本周煤炭下游情况速览 

- 指标 价格 周变化 周环比 同比 单位 
煤电产业链 六大电厂日耗 68.18 -4.96 -6.78% 11.28% 万吨 

六大电厂库存 1,568.73 -15.52 -0.98% 5.91% 万吨 

六大电厂可用天数 23.01 1.35 6.23% -4.84% 天 

煤焦钢产业链 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  139.96 -0.48 -0.34% -14.51% - 

上海螺纹钢价格 3,710.00 0.00 0.00% -20.04% 元/吨 

唐山产一级冶金焦价格 1,870.00 0.00 0.00% -27.24% 元/吨 

全国高炉开工率 68.09 -0.14 -0.21% 0.19% % 

化工建材产业链 华中地区尿素(小颗粒)市场价(平均价) 1,837.50 9.50 0.52% -9.48% 元/吨 

华南地区尿素(小颗粒)市场价(平均价) 1,970.00 16.00 0.82% -8.37% 元/吨 

华东地区尿素(小颗粒)市场价(平均价) 1,801.25 14.25 0.80% -13.40% 元/吨 

水泥价格指数  147.69 0.98 0.67% 3.00% -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1、 六大电日耗及库存情况 

 沿海六大电厂运行平稳。截至 9 月 20 日，沿海六大电厂煤炭库存 1577.8 万吨，较上周同期增加 1.86 万吨，环比增加 0.12%；

日耗为 64.8 万吨，较上周同期下降 8.06 万吨/日，环比下降 11.07%；可用天数为 24.4 天，较上期增加 2.73 天。 

图 25：六大发电集团煤炭日均耗煤变化情况（万吨）  图 26：六大发电集团煤炭库存量变化情况（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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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27：六大发电集团煤炭库存可用天数变化情况（天）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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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螺纹钢、冶金焦价格及高炉开工率情况 

 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截至 9 月 19 日，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 140.0 点，环比上期下跌 0.48。 

 上海螺纹钢价格：截至 9 月 20 日，上海螺纹钢价格 3680.0 元/吨，环比上期下跌 40.0 元/吨。 

 唐山产一级冶金焦价格：截至 9 月 20 日，唐山产一级冶金焦价格 1870.0 元/吨，环比上期持平。 

 高炉开工率：截至 9 月 12 日，全国高炉开工率 68.1%，环比上期下降 0.14 百分点。 

图 28：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  图 29：上海螺纹钢价格(HRB400 20mm)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30：出厂价:一级冶金焦(唐山产):河北  图 31：高炉开工率: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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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3、 下游尿素、水泥价格 

 尿素市场中间价：截至 9 月 15 日，华中地区尿素(小颗粒)市场价(平均价)1837.5 元/吨，环比上期上涨 9.5 元/吨；华南地

区尿素(小颗粒)市场价(平均价)1970.0 元/吨，环比上期上涨 16.0 元/吨；东北地区尿素(小颗粒)市场价(平均价)1801.3 元/
吨，环比上期上涨 14.3 元/吨。 

 水泥价格指数：截至 9 月 19 日，全国水泥价格指数上涨 0.98 点至 147.7 点。 

图 32：各地区尿素市场平均价（元/吨）  图 33：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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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六、上市公司重点公告 
【永泰能源】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84 亿元，同比下降 9.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0.91 亿元，同比下降 72.96%。基本每股收益 0.0073 元，同比下降 73.06%。 

 

【潞安环能】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64 亿元，同比增长 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03 亿元，同比增长 8.0%。基本每股收益 0.50 元，同比增长 6.38%。 

 

七、本周行业重要资讯 
 
1. 日本 8 月煤炭进口量同比降 230 万吨。日本财政部发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由于日本电厂库存相对充足、火电需求下降，

今年 8 月份，日本动力煤进口量仅 890 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230 万吨，创超七年以来最大同比降幅。

（http://www.sxcoal.com/news/4598599/info） 
 
2. 8 月份宁夏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622.3 万吨，同比增长 2.9%。2019 年 8 月份，宁夏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 622.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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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2.9%，增速比 7 月份加快 0.7 个百分点；环比增加 9.3 万吨，增长 1.52%。1-8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

4850 万吨，同比下降 1.0%，降幅比 1-7 月份收窄 0.6 个百分点。（http://www.sxcoal.com/news/4598513/info） 
 
3. 1-8 月晋陕蒙合计原煤产量 16.91 亿吨，占全国原煤产量的 70.18%。2019 年 1-8 月份全国原煤产量 240929 万吨，同比增

长 4.5%，增速较 1-7 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从累计数据来看，2019 年 1-8 月份产量最大的依次为内蒙古、山西省、陕西省。

其中内蒙古累计原煤产量 67068.6 万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27.84%，同比增长 11.6%；山西累计原煤产量 63799.7 万吨，

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26.48%，同比增长 8.8%；陕西累计原煤产量 38213.3 万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15.86%，同比下降 4.1%。

三省区前 8 月生产原煤 169081.6 万吨，占全国原煤产量的 70.18%。（http://www.sxcoal.com/news/4598488/info） 
 
4. 印度 1-7 月无烟煤进口量同比增 39%。印度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 1-7 月份，印度共进口无烟煤 130.48 万吨，较上

年同期的 93.63 万吨增长 39.4%。（http://www.sxcoal.com/news/4598450/info） 
 
5. 我国规模最大的运煤重载货运铁路-浩吉铁路将于 9 月 24 日通车。我国规模最大的运煤重载货运铁路——浩吉铁路（蒙华

铁路）将于 9 月 24 日通车。浩吉铁路北起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的浩勒报吉站，终点至位于江西的京九铁路吉安站。线路全长

1837 公里，途径 7 个省份，将身为煤炭主产区的晋陕蒙三地、供应最短缺的鄂湘赣地区，全部囊括在内。

（http://www.sxcoal.com/news/4598444/info） 
 

八、风险因素 

 安全生产事故，下游用能用电部继续较大规模限产，宏观经济大幅失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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