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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板块下跌，跑输沪深300指数。中信煤炭行业收跌3.66%，沪深300指

数下跌0.32%，跑输沪深300指数3.34个百分点。全板块35家公司下跌。

淮北矿业表现相对较好，整周跌幅为0.46%。

焦煤旬度数据：7月下旬，30家煤炭企业焦精煤产销量分别完成539万吨和

506万吨，日均旬度产量环比下降0.8%，同比增加3.2%。截止7月下旬，30

家煤炭企业累计生产焦精煤同比下降4.3%。30家煤炭企业炼焦精煤库存量

240万吨，旬度环比增幅16.5%，比年初增幅37.3%，同比增幅24.0%。

动力煤产业链：价格方面，环渤海动力煤（Q5500K）指数731元/吨，周环

比下跌0.14%，CCI5500动力煤价格指数917元/吨，周环比下跌4.48%。从

港口看，北方港口价格周环比下跌，广州港周环比持平；从产地看，大同、

榆林、鄂尔多斯价格周环比持平；动力煤期货结算价格861.4元/吨，周环

比上涨0.28%。库存方面，秦皇岛煤炭库存551万吨，周环比减少5万吨；

CCTD主流港口库存合计6178.8万吨，周环比减少129.3万吨。

炼焦煤产业链：价格方面，京唐港主焦煤价格为2350元/吨，周环比持平，

产地柳林主焦煤出矿价周环比持平，吕梁周环比上涨8.33%，六盘水周环比

下跌8.7%；焦煤期货结算价周环比上涨5.28%；主要港口一级冶金焦价格

2570元/吨，周环比持平；二级冶金焦价格2485元/吨，周环比持平。库存

方面，京唐港炼焦煤库存62万吨，周环比增加10.71%；独立焦化厂总库存

764.6万吨，周环比增加3.98%；可用天数11.9天，周环比增加0.4天。

煤化工产业链：阳泉无烟煤价格（小块）1200元/吨，周环比下跌350元/

吨；华东地区甲醇市场价2517.5元/吨，周环比下跌97.5元/吨；河南市场

尿素出厂价（小颗粒）2570元/吨，周环比下跌185.56元/吨；华东地区电

石到货价4625元/吨，周环比上涨75元/吨；华东地区聚氯乙烯（PVC）市

场价6640元/吨，下跌275元/吨；华东地区乙二醇市场价（主流价）4064

元/吨，周环比下跌301元/吨；上海石化聚乙烯（PE）出厂价10050元/吨，

周环比持平。

投资建议：本周需求维持高位，煤价有所企稳。动力煤方面，港口、产地煤

价下降或持平；炼焦煤港口产地煤价涨跌互相，焦炭价格持平；煤化工产品

价格跌多涨少。8 月仍处于迎峰度夏期间，煤炭需求较为旺盛，短期动力煤

价格受到海外高价格支撑，海外焦煤价格低于动力煤价格，进一步下跌空间

有限。预计 8 月中旬后，随着气温回落，夏季用能需求减弱，动力煤煤价或

有下行压力。建议关注焦煤板块的山西焦煤、盘江股份以及转型新能源的华

阳股份、美锦能源。

风险提示：疫情的反复；产能大量释放；新能源的替代；安全事故影响。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

公司 公司 投资 昨收盘 总市值 EPS PE

代码 名称 评级 （元） （亿元） 2021A 2022E 2023E 2021A 2022E 2023E

000983.SZ 山西焦煤 未评级 11.18 458.00 1.02 2.38 2.51 10.96 4.70 4.45

600395.SH 盘江股份 未评级 8.04 172.59 0.55 1.05 1.16 14.72 7.66 6.93

600348.SH 华阳股份 未评级 20.00 481.00 1.47 2.34 2.55 13.61 8.55 7.84

000723.SZ 美锦能源 未评级 10.95 467.59 1.47 0.65 0.75 18.25 16.85 14.60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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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煤炭行业市场表现回顾

一周行业市场整体表现

本周（2022.08.01-2022.08.05）沪深两市共计 5 个交易日，中信煤炭行业收跌

3.66%，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32%。年初至今，中信煤炭上涨 22.39%，跑赢同期沪

深 300 指数 38.25 个百分点。行业表现方面，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煤炭跌幅

排第 7。

图1：中信煤炭行业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煤炭行业指数涨跌幅及行业间比较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煤炭行业市盈率（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8.37，环比

前一周下降 0.28。在中信 30 个一级行业中，餐饮旅游、房地产、计算机、综合、

国防军工、电力及公用事业、电力设备市盈率水平居前，煤炭行业位于第 27 位，

环比前一周持平，仅高于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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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行业市盈率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注：剔除负值

子板块市场表现

各子板块普跌，动力煤板块跌幅最小，为 3.14%，其他煤化工板块跌幅最大，为

7.27%。

图4：子板块市场表现（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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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业个股表现

本周煤炭板块个股整体表现较差。中信煤炭行业共计 35 只 A 股标的，35 只股价

下跌。涨幅榜中，淮北矿业跌幅最小，整周跌幅为 0.46%；辽宁能源跌幅为 7.27%，

为跌幅最大股票。

表1：本周煤炭行业涨跌幅排名前 10 的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 月涨跌幅 % 市盈率 PE 周换手率 %
600985.SH 淮北矿业 -0.46 -0.46 6.16 3.16
603113.SH 金能科技 -1.74 -1.74 14.04 3.69
600188.SH 兖矿能源 -1.86 -1.86 8.60 2.99
600725.SH 云维股份 -2.31 -2.31 240.72 4.90
601898.SH 中煤能源 -2.52 -2.52 6.82 1.42
601011.SH 宝泰隆 -2.58 -2.58 52.75 4.64
600971.SH 恒源煤电 -2.87 -2.87 5.59 5.71
601088.SH 中国神华 -2.88 -2.88 9.41 0.77
601225.SH 陕西煤业 -2.93 -2.93 7.67 2.13
600792.SH 云煤能源 -3.08 -3.08 -28.53 2.92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表2：本周煤炭行业涨跌幅排名后 10 的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市盈率 PE 周换手率%
600758.SH 辽宁能源 -7.27 -7.27 24.75 9.36
600123.SH 兰花科创 -6.88 -6.88 5.10 12.98
601101.SH 昊华能源 -6.28 -6.28 4.39 5.69
601699.SH 潞安环能 -6.17 -6.17 5.09 5.34
600348.SH 华阳股份 -6.10 -6.10 11.00 22.65
600395.SH 盘江股份 -5.08 -5.08 11.95 5.39
600546.SH 山煤国际 -5.06 -5.06 4.45 14.11
600397.SH 安源煤业 -4.97 -4.97 -37.86 6.36
000552.SZ 靖远煤电 -4.96 -4.96 9.03 9.42
600508.SH 上海能源 -4.81 -4.81 11.74 8.77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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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业相关要闻

国内煤炭要闻

（1）甘肃最大井工矿核桃峪煤矿日产首破 2 万吨大关

据陇东报报道，8 月 2 日，核桃峪煤矿实现原煤日产量 20063 吨，首次突破日产 20000 吨

大关。

据了解，日产突破 20000 吨大关，是核桃峪煤矿继 2022 年 3 月 29 日突破原煤日产万吨大

关以来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刷新了核桃峪煤矿投产以来的日产历史记录，标志着核桃峪煤

矿安全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核桃峪矿井及选煤厂建设项目是华能庆阳煤

电公司在庆阳市宁正矿区实施的煤电一体化项目。该矿井井田面积 191 平方公里，煤炭资

源储量 20.82 亿吨，可采储量 11.98 亿吨。（中国煤炭资源网）

（2）国资委：煤企要加快释放先进产能，电企要提升顶峰发电能力

国资委消息，7 月 27 日，国资委组织召开中央企业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专题会，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的决策部署，督促指导中央企业全力奋

战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会议要求，有关中央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提

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煤炭企业要加快释放先进产能，发电企业要提升顶峰发电能力，

电网企业要加强资源统筹、推动余缺互济，共同打好打赢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攻坚战，

同时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备战工作。国资委有关厅局要各司其职、增强合力，支持

中央企业全力提升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中国煤炭资源网）

（3）甘其毛都口岸全面完成境外蒙煤清库任务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网 8月 4 日消息，按照商务部涉蒙专题协调会议精神，内蒙古自治

区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启动甘其毛都口岸境外蒙煤清库任务工作，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

前提下，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截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甘其毛都口岸累计进口蒙古国查干

哈达煤堆场 821 万吨煤炭，完成清库任务。（中国煤炭资源网）

（4）上半年鄂尔多斯煤炭保供合同兑现率 70%，核增产能 6920 万吨

中新网消息，鄂尔多斯现有正常生产煤矿 242 座、产能 8.4 亿吨，是国家 14 个大型煤炭

基地、9 个大型煤电基地之一和西气东输的重要气源地。 今年以来，该市已同全国各地签

订各类煤炭中长期保供合同 7.24 亿吨，占总产量的 96%，今年上半年兑现签约量 2.43 亿

吨，兑现率 70%；批复 60 座煤矿核增产能 6920 万吨/年。 （中国煤炭资源网）

（5）上海庙矿区已建成生产的 7 座煤矿均取得采矿证

鄂托克前旗能源局消息，8月 2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审核同意，鄂尔多斯市自

然资源局为鄂托克前旗长城六号矿业有限公司颁发了鄂托克前旗长城六号矿业有限公司

长城六号煤矿采矿许可证。至此，上海庙矿区已建成生产的 7 座煤矿均取得采矿证。

长城六号煤矿矿区面积 9.4268 平方公里，查明煤炭资源量 17247.9 万吨，设计可采储量

为 9785 万吨。矿井设计规模 150 万吨/年，开采方式是地下开采，服务年限 50.2 年，项

目总投资 381464.75 万元。 （中国煤炭资源网）

（6）今年以来国家能源局在煤炭保供稳价工作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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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国家能源局召开三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国家能源局表示，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能源形势和较大的国内能源保供压力，国家能源局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紧紧抓住电煤保供核

心任务，全力以赴做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取得了产量显著提高、库存大幅提升，价格总

体平稳且明显低于国际水平的良好效果。 （中国煤炭资源网）

（7）上半年内蒙古煤炭产量增长 21%，区外销量增长 24%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多部门联合行动，协调推进煤矿采矿权、用地、产

能置换、环评等手续办理，加快煤矿竣工验收，保障煤炭安全稳定供应。 上半年，全区

煤炭销量约 5.9 亿吨，同比增长约 19%。其中，区外销量 3.9 亿吨，同比增长 24%。承担

了 18 个省区市煤炭保供任务的内蒙古为全国煤炭市场稳定供应作出了应有贡献。（中国

煤炭资源网）

（8）上半年“疆煤外运”2337.2 万吨 同比增长 78.8%

新华社消息，今年上半年，作为我国能源大区新疆的煤、电、油、气供应总体充足，特别

是通过加快释放煤矿优质产能，“疆煤外运”量大幅提升，同比增长 78.8%，为全国能源

安全保障作出重要贡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1-6 月，新疆原煤产量 18148.4 万吨，同比增长

28.8%，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23.8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7.8 个百分点。其中，“疆煤外

运”2337.2 万吨，同比增长 78.8%，大量远销至甘肃河西走廊及我国西南地区。（中国煤

炭资源网）

国际煤炭要闻

（1）博地能源二季度产量不及预期，下调全年动力煤产量目标

7 月 28 日，美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博地能源（Peabody Energy）发布季度运营报告显示，

受降雨影响，今年第二季度公司产能下降，将全年海运动力煤产量目标下调 100-130 万短

吨至 1600-1670 万短吨。

今年第二季度，公司运营总收入为 13.22 亿美元，远高于上年同期的 7.23 亿美元和今年

第一季度的 6.91 亿美元。（中国煤炭资源网）

（2）8 月印尼动力煤参考价环比增 0.81%，刷新历史第二高位

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ry）发布 2022 年 8 月动

力煤参考价（HBA）为 321.59 美元/吨，较 7 月份的 319 美元/吨上涨 2.59 美元/吨，增幅

0.81%。该参考价刷新纪录第二高位，仅次于今年 6 月份创下的历史记录 323.91 美元/吨。

当月动力煤参考价较上年同期的 130.99 美元/吨上涨 145.51%。（中国煤炭资源网）

（3）嘉能可上半年动力煤产量同比增 18%，全年产量目标不变

7 月 29 日，矿商嘉能可（Glencore）发布运营报告显示，今年 1-6 月份，该公司动力煤产

量为 4970 万吨，较上年同期的 4200 万吨增加 18%。上半年，嘉能可煤炭产量同比显著增

加，主要是由于哥伦比亚塞雷洪煤矿权益产量增加。2022 年 1 月份，嘉能可收购了该煤矿

另外三分之二股份，目前塞雷洪煤矿由嘉能可全权持股。

今年上半年，嘉能可澳大利亚动力煤产量为 3060 万吨，其中，出口动力煤产量 2760 万吨，

同比增长 10%；国内动力煤产量为 300万吨，同比增长 15%。（中国煤炭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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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度煤炭公司 7月煤炭产量同比增 11%，环比明显下降

印度煤炭公司（Coal India Ltd）最新公告显示，今年 7 月份，公司煤炭产量为 4730 万

吨，较上年同期的 4260 万吨增长 11.03%，较前一月的 5160 万吨下降 8.33%。本财年前四

个月（4-7月份），印度煤炭公司累计生产煤炭 2.07 亿吨，较上年同期的 1.67 亿吨增长

24.29%。（中国煤炭资源网）

（5）越南 6 月煤炭进口量同环比大增，创近两年来新高

越南海关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6 月份，越南（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煤炭进口量为

441.15 万吨，同比增加 26.2%，环比增长 53.78%。6 月份越南煤炭进口量创 2020 年 9 月

份以来新高。当月，越南煤炭进口额为 11.54 亿美元，同比大增 219.1%，环比增长 54%。

（中国煤炭资源网）

（6）印尼矿商积极出口，国内供应或将再次面临危机

随着印尼当地矿商更多地选择将煤炭出口国外，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增加国内供应，印尼

电企将可能再次面临煤炭供应紧张危机。

由于目前印尼国内和出口煤炭价格之间差距较大，矿商更愿意将产煤出口，而非供应国内。

如此下去，印尼将可能再次面临今年年初的缺煤危机，当时整个 1月份停止煤炭出口。（中

国煤炭资源网）

（7）印度电企 6月动力煤进口五连增，进口煤目标将放宽

6 月份，印度电力企业煤炭进口量连续第五个月环比增长，其中，用于混配发电的电企进

口量继续大幅增加，设计使用进口煤发电的电企煤炭进口较前一月小幅下降。

印度中央电力局（CEA）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 6 月份，印度电力企业共进口动力煤 671.2

万吨，同比大增 104.99%，环比增长 27.83%，进口量创至少 2018 年 1 月份以来新高。（中

国煤炭资源网）

（8）Kpler：俄罗斯 7 月海运煤出口量同环比齐降

Kpler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2022 年 7 月份，俄罗斯海运煤出口量 1570.44 万吨，环比降

6.19%，同比降 3.14%。其中，向中国出口 494.72 万吨，环比降 15.2%，同比增 14.65%；

占比 32%。向韩国出口海运煤 188.30 万吨，环比降 33.76%，同比降 9.92%；占比 12%。向

土耳其出口 151.57 万吨，环比降 12.38%，同比增 35.97%；占比 10%。（中国煤炭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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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煤炭市场动态速览

表3：一周煤炭市场动态速览

产业链 指标 单位 价格/数量 本周增减 本周环比

动力煤产业链

港口价格

秦皇岛港 Q5500 平仓价 元/吨 1135 -10 -0.9%

秦皇岛港 Q5000 平仓价 元/吨 999 -6 -0.6%

黄骅港 Q5500 平仓价 元/吨 1145 -10 -0.9%

黄骅港 Q5000 平仓价 元/吨 1011 -6 -0.6%

广州港神混 1号 Q5500 库提价 元/吨 1325 0 0.0%

广州港山西优混 Q5500 库提价 元/吨 1310 0 0.0%

广州港澳洲煤 Q5500 库提价 元/吨 1121 -91 -7.5%

广州港印尼煤 Q5500 库提价 元/吨 1116 -91 -7.5%

产地价格

山西大同 Q6000 车板价 元/吨 950 0 0.0%

陕西榆林 Q5500 市场价 元/吨 900 0 0.0%

内蒙古鄂尔多斯 Q5500 出矿价 元/吨 791 0 0.0%

电厂价格
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综合价 元/吨 861 -11 -1.3%

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成交价 元/吨 1156 -73 -5.9%

库存

秦皇岛港煤炭库存 万吨 551 -5.00 -0.9%

曹妃甸港煤炭库存 万吨 503 -7.00 -1.4%

CCTD 主流港口:合计 万吨 6178.8 -129.30 -2.0%

炼焦煤产业链

港口价格

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 元/吨 2350 0 0.0%

京唐港澳大利亚产主焦煤库提价 元/吨 2340 0 0.0%

国内主要港口一级冶金焦平仓均价 元/吨 2570 0 0.0%

国内主要港口二级冶金焦平仓均价 元/吨 2485 0 0.0%

产地价格

山西柳林产主焦煤出矿价 元/吨 2200 0 0.0%

山西吕梁产主焦煤车板价 元/吨 1950 150 8.3%

河北唐山产主焦煤市场价 元/吨 2100 -200 -8.7%

炼焦煤库存

京唐港炼焦煤库存 万吨 62 6.00 10.7%

炼焦煤库存:六港口合计 万吨 235 22.10 10.4%

钢厂炼焦煤库存 万吨 802 -17.03 -2.1%

钢厂炼焦煤库存可用天数 天 13.2 -0.01 -0.1%

独立焦化厂炼焦煤库存 万吨 764.6 29.30 4.0%

独立焦化厂炼焦煤可用天数 天 11.9 0.40 3.5%

焦炭库存

四大港口焦炭库存合计 万吨 267 6.60 2.5%

钢厂焦煤库存 万吨 577.76 -4.38 -0.8%

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 万吨 76 -21.40 -22.0%

下游价格

上海 20mm 螺纹钢价格 元/吨 4140 90 2.2%

上海 6.5 高线线材价格 元/吨 4060 40 1.0%

上海 3.0mm 热轧板卷价格 元/吨 4440 40 0.9%

上海普 20mm 中板价格 元/吨 4200 50 1.2%

煤化工产业链

原料价格 阳泉小块无烟煤出矿价 元/吨 1200 -350 -22.6%

原油价格 英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 美元/桶 101.51 -12.80 -11.2%

下游产品价格

甲醇：华东地区市场价 元/吨 2517.5 -98 -3.7%

尿素：华鲁恒升出厂价 元/吨 2570 -200 -7.2%

电石：华东地区到货价 元/吨 4625 75 1.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证券研究报告

12

表3：一周煤炭市场动态速览

产业链 指标 单位 价格/数量 本周增减 本周环比

聚氯乙烯（PVC）：华东地区市场价 元/吨 6640 -275 -4.0%

乙二醇：华东地区市场价 元/吨 4064 -301 -6.9%

聚乙烯：上海石化出厂价 元/吨 10050 0 0.0%

聚丙烯：上海石化出厂价 元/吨 8350 -150 -1.8%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旬度焦煤数据
7 月下旬，中国煤炭运销协会重点监测的 30 家煤炭企业焦精煤产销量分别完成 539 万吨和

506 万吨，日均旬度产量环比下降 0.8%，同比增加 3.2%。截止 7 月下旬，30 家煤炭企业

累计生产焦精煤 11567 万吨，同比下降 4.3%。

本旬末，30 家煤炭企业炼焦精煤库存量 240 万吨，旬度环比增加 34 万吨，增幅 16.5%，

比年初上涨 65.2 万吨，增幅 37.3%，同比增加 109 万吨，增幅 24.0%。

7月下旬，重点监测的 50家钢焦企业炼焦煤消耗量452万吨，日均旬度耗煤环比下降0.7%，

同比降幅 4.2%。截止 7 月下旬，重点监测的 50 家钢焦企业累计消耗炼焦煤 9481 万吨，同

比下降 13.0%。

本旬末，50 家重点钢焦企业炼焦煤库存 546 万吨，旬度环比下降 24 万吨，降幅 4.2%，比

年初下降 58 万吨，降幅 9.6%，同比减少 50 万吨，下降 8.4%。

表4：一周煤炭市场动态速览

指标 单位 本旬 环比变化 环比变化率 同比变化

30 家焦煤企业日产量 万吨 53.9 -0.4 -0.7% 1.7

30 家焦煤企业库存 万吨 240.0 34.0 16.5% 109.5

50 家钢厂日耗煤 万吨 45.2 -0.3 -0.7% -2.0

50 家钢厂焦化厂焦煤库存 万吨 596.1 -24.0 -4.2% -50.1

重点企业生铁日均产量 万吨 175.5 -14.7 -7.7% -12.8

三港焦煤库存 万吨 208.0 -10.0 -4.6% -164.0

山西焦肥精煤综合价格 元/吨 2546.0 -114.0 -4.3% 51.0

澳洲峰景矿焦煤离岸价 美元/吨 169.5 -27.0 -13.7% -46.0

临汾一级焦炭出厂含税价 元/吨 2200.0 -200.0 -8.3% -580.0

螺纹钢(三级)价格 元/吨 3978.0 81.0 2.1% -1348.0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同花顺，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证券研究报告

13

图5：30 家焦煤企业日产量（万吨） 图6：30 家焦煤企业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7：50 家钢厂日耗煤（万吨） 图8：50 家钢厂焦化厂焦煤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动力煤产业链跟踪

动力煤价格走势

从指数看，截至本周五，环渤海动力煤（Q5500K）价格指数为 731 元/吨，周

环比下跌 0.14%；CCI5500 动力煤价格指数 917 元/吨，环比上周下跌 4.48%。

从港口看，秦皇岛港动力煤（Q5500）价格 1135 元/吨，周环比下跌 0.87%，

黄骅港动力煤（Q5500）价格 1145 元/吨，周环比下跌 0.87%。广州港动力煤

（Q5500）神混 1 号价格 1325 元/吨，周环比持平。

从产地看，大同、榆林、鄂尔多斯价格周环比持平。

从海外看，欧洲、澳洲动力煤价格涨跌互现。

从期货价格看，动力煤期货结算价格 861.4 元/吨，周环比上涨 0.28%。

图9：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元/吨） 图10：电煤采购价格指数（综合价）（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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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1：北方港口煤炭价格（元/吨） 图12：广州港煤炭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3：产地煤炭价格（元/吨） 图14：海外动力煤价格（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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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动力煤期货价格与基差（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动力煤供需跟踪

截至本周五，秦皇岛煤炭库存 551 万吨，周环比减少 5 万吨（0.9%）；曹妃

甸港煤炭库存 503 万吨，周环比减少 7 万吨（1.37%）；长江口煤炭库存 438

万吨，周环比减少 43 万吨（8.94%）；CCTD 主流港口库存合计 6178.8 万吨，

周环比减少 129.3 万吨（2.05%）。

图16：北方重点港口煤炭库存 图17：长江口煤炭库存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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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月度火电发电量变化情况 图19：月度水电发电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炼焦煤产业链跟踪

炼焦煤价格走势

从港口看，截至本周五，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为 2350 元/吨，周环比

持平；京唐港澳大利亚产主焦煤库提价为 2340 元/吨，周环比持平。

从产地看，柳林、吕梁、六盘水主焦煤价格分别为 2200 元/吨、1950 元/吨、

2100 元/吨，周环比分别持平、上涨 8.33%、下跌 8.7%。

从海外看，澳洲景峰矿硬焦煤价格周环比上涨。

从期货价格看，截至本周五，焦煤期货结算价格 2141 元/吨，周环比上涨

5.28%。

图20：京唐港炼焦煤价格周环比持平（元/吨） 图21：产地炼焦煤价格周环比价格分化（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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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峰景矿硬焦煤价格上涨（美元/吨） 图23：焦煤期货结算价周环比上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炼焦煤供需跟踪

从库存看，截至本周五，京唐港炼焦煤库存 62 万吨，周环比增加 6 万吨

（10.71%）；独立焦化厂总库存 764.6 万吨，周环比增加 3.98%；可用天数

11.9 天，周环比增加 0.4 天。国内样本钢厂(247 家)库存 802 万吨，周环比

减少 2.08%；可用天数 13.2 天，周环比减少 0.01 天。

从下游产品价格看，一级冶金焦价格 2570 元/吨，周环比持平；二级冶金焦

价格 2485 元/吨，周环比持平。

图24：京唐港炼焦煤库存周环比上涨（万吨） 图25：国内样本独立焦化厂库存周环比增加，可用天数增加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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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国内样本钢厂库存周环比下降，可用天数下降 图27：独立焦化厂开工率周环比上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8：冶金焦价格周环比持平（元/吨） 图29：钢材价格周环比上涨（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煤化工产业链跟踪

截至本周五，阳泉无烟煤价格（小块）1200 元/吨，周环比下跌 350 元/吨；

英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101.51 美元/桶，周环比上涨 1.41 美元/桶；华

东地区甲醇市场价 2517.5 元/吨，周环比下跌 97.5 元/吨；河南市场尿素出

厂价（小颗粒）2570 元/吨，周环比下跌 185.56 元/吨；华东地区电石到货

价 4625 元/吨，周环比上涨 75 元/吨；华东地区聚氯乙烯（PVC）市场价 6640

元/吨，下跌 275 元/吨；华东地区乙二醇市场价（主流价）4064 元/吨，周

环比下跌 301 元/吨；上海石化聚乙烯（PE）出厂价 10050 元/吨，周环比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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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无烟煤价格周环比下降（元/吨） 图31：现货价:原油:英国布伦特 Dtd（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32：甲醇价格周环比下降（元/吨） 图33：尿素价格周环比下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34：电石价格周环比上涨（元/吨） 图35：聚氯乙烯（PVC）价格周环比下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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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乙二醇价格周环比下降（元/吨） 图37：聚乙烯（PE）市场价格周环比持平（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38：聚丙烯（PP）市场价格周环比下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投资建议

本周需求维持高位，煤价有所企稳。动力煤方面，港口、产地煤价下降或持平；炼焦

煤港口产地煤价涨跌互相，焦炭价格持平；煤化工产品价格跌多涨少。8 月仍处于迎

峰度夏期间，煤炭需求较为旺盛，短期动力煤价格受到海外高价格支撑，海外焦煤价

格低于动力煤价格，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预计 8 月中旬后，随着气温回落，夏季用

能需求减弱，动力煤煤价或有下行压力。建议关注焦煤板块的山西焦煤、盘江股份以

及转型新能源的华阳股份、美锦能源。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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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内外疫情的反复。疫情可能会反复，国内可能出现煤炭消费需求下降，海外煤炭

需求和煤价低迷也会传导到国内。

2.煤炭产能大量释放。随着煤炭行业产能优化推进，可能出现煤炭产能释放超过预期，

导致供应大于需求，造成煤价较大幅度下跌。

3.新能源对煤炭替代。碳中和政策下，太阳能、风能、天然气以及其他低成本、低排

放新能源技术出现替代煤炭部分需求，导致煤炭需求下降，煤炭开发利用不及预期。

4.煤矿安全事故影响。煤矿安全事故发生，导致相关公司停业整顿，对生产经营造成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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