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编辑：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 

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                                  煤炭行业周报(第一百七十八期)                                 2017 年 8 月 4 日 
 
研究报告                                                                                                        2017 年 8 月 4 日 

煤炭行业周报(第一百七十八期) 

1、市场回顾 

2、行业重点新闻 

 

1、市场回顾 

 价格：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企稳，太原煤炭交易价格指数也继续上扬，国

际煤价涨跌不一。 

 本报告期内发布价格指数有： 

名称 发布日期 指数 
周环比 

增减 增幅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元/吨） 2017/8/2 583 0 0.00%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综合价格指数 2017/7/28 132.74 0.3 0.23% 

-中国太原动力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7/28 121.42 0.54 0.45% 

-中国太原炼焦用精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7/28 159 0.11 0.07% 

-中国太原喷吹用精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7/28 137.89 0 0.00% 

-中国太原化工用原料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7/28 105.4 0.01 0.01% 

 

 

市场价格方面 

国际煤价：  

国际煤价涨跌不一。截止 2017 年 7 月 27 日，纽卡斯尔港价格上涨 2.45 美元/吨，为 91.61

美元/吨；欧洲 ARA 三港下跌 0.65 美元/吨，为 82.30 美元/吨；南非 RB 煤价下跌 2.93 美元/

吨，为 79.39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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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日期 价格（美元/吨） 
月环比 

增减 增幅 

纽卡斯尔港 2017/7/27 91.61  2.45  2.75% 

欧洲 ARA 三港 2017/7/27 82.30  -0.65  -0.78% 

南非 RB 2017/7/27 79.39  -2.93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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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综述 

动力煤：上周环渤海动力煤指数涨幅收敛，下游需求热度不减，港口主要煤种

煤价持续回升，但涨幅缩减，国外主要港口动力煤报价整体出现回落。高温天

气持续，叠加水电发电萎缩，火电需求旺盛，上周日均煤耗持续飙升，可用天

数下降至 15 天。北方港口运往广州和上海的运费小幅回落，夏季高温天气仍

将在短期内支撑动力煤价格。 

焦煤焦炭：钢材价格指数持续回升，钢企盈利空间增大，对上游焦煤焦炭需求

回暖，焦炭价格连续多周持续回升。焦化厂焦煤库存相对稳定，重点钢厂可用

天数整体持平。环保因素持续影响产出，尤其是对小型焦化企业影响明显。 

无烟煤：无烟煤主要品种价格持平，下游方面，尿素和水泥价格回落，精甲醇

价格持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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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点新闻 

 政策新闻 

【五部委部署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经济参考报消息，2017 年是《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

称“土十条”）的落地之年。近日，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国土部等五部委部署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计划于 2020 年底前摸清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状况。 

【8 月环保部门督查情况：部分省份地区污染问题依旧严重】环保部官网消息，8 月 1 日，6

个督查组共检查 85 家企业（单位），发现 13 家涉气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存在问题的企业中，

属于涉气“散乱污”问题的 2 家，超标排放的 1 家，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的 1 家，治污设施

不正常运行的 2 家，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问题的 7 家。 

【环保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将“全过程监管”】经济参考报消息，近日，环境保护部印

发《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下称《排污许可名录》）。据悉，这

将为实现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对固定污染源从污染预防到污染治理和排放控制的全过

程监管奠定基础。 

【山西煤矿安全检查：10 个省级督查组分赴各地】日前，山西启动了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山西省煤炭厅、山西煤监局成立了 10 个省级督查组，抽调骨干力量和专家，对各市、

各国有重点煤矿企业大检查的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2017 年新疆阿克苏地区退出煤矿 2 处 产能 21 万吨】据阿克苏日报报道，新疆阿克苏地

区境内煤炭资源丰富。目前，地区共有煤矿矿井 43 处，涉及企业 24 家，合计生产总规模

3382 万吨/年。 

【唐山冬季限产方案出炉 钢厂焦化厂限产或达 30-50%】中国证券报消息，近日，唐山市政

府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相关文件显示，唐山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 50%，以高

炉生产能力计，采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核实。对于焦化等化工类企业，对排放不达标的责令停

产，唐山市焦化企业限产达 30%左右。 

 

 行业新闻 

【全球化工行业并购保持增长态势】咨询机构德勤 7 月 27 日发布《2017 年全球化工行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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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展望》报告。报告认为，2017 年全球化工行业并购活动有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由于

受保护主义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本年度并购活动或无法达到该行业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创下的历史记录。 

【煤焦期货：动力煤微幅收涨 焦煤略微下跌】8 月 4 日，动力煤 1709 主力期货合约价收盘

报 592.6 元/吨，较前一日结算价涨 1.4 元/吨，涨幅 0.24%。盘中最高价触及 596.8 元/吨，

最低价 588.2 元/吨，成交量 12.38 万手，持仓量 26.02 万手；焦煤 1709 主力期货合约价收

盘报 1284 元/吨，较前一日结算价降 33 元/吨，降幅 2.51%。盘中最高价触及 1311 元/吨，

最低价 1272 元/吨，成交量 13.87 万手，持仓量 14.69 万手。 

【统计局：7 月下旬焦炭价格再度上涨 46.2 元/吨 涨幅 2.8%】国家统计局 8 月 4 日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7 月下旬全国焦炭（二级冶金焦）价格报 1684 元/吨，较 7 月中旬焦炭价格

上涨 46.2 元/吨，涨幅达 2.8%。这是焦炭价格自 6 月下旬以来第四次上涨。 

【中国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俄罗斯煤进口量激增近 6 倍】中新网消息，据满洲里海关 3 日

发布统计数据，2017 年上半年，满洲里口岸进口煤炭 73.5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5.6 倍；

进口值 2.3 亿元人民币，煤炭全部自俄罗斯进口。 

【上半年 90 家大型煤企原煤产量 11.9 亿吨 增长 5.1%】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

统计，2017 年 1-6 月，90 家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完成 11.9 亿吨，同比增加 0.57 亿吨，上

涨 5.1%。 

【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完全掌握页岩气开发成套技术的国家】中国石化新闻网消息，日前，

由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公司与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中石化石油机械有限股份公司、长江

大学等单位，共同研究完成的科技项目“涪陵页岩气田水平井组优快钻井技术研究与应用”

获得重庆市 2016 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重要的是，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

个完全掌握页岩气开发成套技术的国家。 

【经济“L”型企稳态势已确立 大宗商品市场望持续升温】中证网消息，2017 年上半年，中国

宏观经济“L”型企稳态势已经确立，由此奠定大宗商品市场向好基础。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

稳定增长，供应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进口保持巨大数量规模，市场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行

业利润明显增加，企业积极增产。展望今后市场形势，除了既有积极因素继续发挥效应以外，

又有新的“乐观猜想”，由此促进大宗商品市场继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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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动力煤：晋北动力煤市场暂稳 长治原煤价格大幅上涨】截止到 2017 年 8 月 4 日，汾

渭大同 5500 大卡动力煤 460 元/吨，不变；朔州 5000 大卡动力煤 385 元/吨，不变；长治

5800 大卡原煤报价 590 元/吨，涨 20 元。 本周了解到，山西晋北动力煤价格整体较稳。 

【日本 6 月动力煤进口量同比增长近 20%】日本海关最新数据显示，6 月份，日本进口动力

煤（包含烟煤和次烟煤）1022.2 万吨，同比增加 19.98%，环比增长 33.05%。 

 

 企业&资本新闻 

【神华旗下两煤矿 8 月起暂时停减产 减少净利润 30 亿】中证网消息，中国神华 8 月 3 日晚

间发布公告称，受露天矿征地进度滞后导致土方剥离施工暂缓的影响，公司所属哈尔乌素露

天矿、宝日希勒露天矿 8 月起暂时停止或减少煤炭生产。 

【神华国电合并资产超 1.8 万亿 或命名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据中国煤炭报报道，8 月 2

日，在第十一届中国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低碳减排论坛上，国电集团安全生产部处长关维竹

公开表示，国电集团和神华集团的合并方案已上报国务院，新集团名称暂定为国家能源投资

集团。 

【神华上调 8 月份年度和月度长协价】日前，神华出台 8 月份下水煤价格方案，其中，5500

大卡年度长协价为 565 元/吨，环比上调 8 元/吨；月度长协价为 583 元/吨，环比上调 13 元

/吨。神华 8 月份仍将继续停售现货动力煤的销售。这已经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实施该销售政

策。 

【神火股份上半年煤炭产量 367.2万吨 实现净利 6.12亿元】神火股份 3日晚间发布半年报，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41 亿元，同比增加 18.53%，主因是主营产品煤炭、

电解铝售价同比涨幅较大。 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2 亿元，同比减少

5.30%。 

【中国宝武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目标任务调整公告】宝武集团网站近日消息，为贯彻落实国院

【国发（2016）6 号】文件精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企业转型发展，根据集团化

解过剩产能实际进展情况和近期钢铁行业市场变化，公司决定并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2017 年压减钢铁过剩产能 545 万吨目标任务不变，对压减产能所涉及的企业

及其装备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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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煤电：甘肃国资委以控股股东 100%股权组建能源化工投资公司】财华社消息，靖远

煤电8月3日公告称，甘肃国资委以控股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100%股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75.38%股权，甘肃省煤田地质局以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以及甘肃省财政厅配套 1 亿元现金，出资组建甘肃能源化工投

资有限公司。 

【陕煤集团铜川矿业完成上半年经济指标好于预期】陕煤集团网站消息，今年上半年以来，

铜川矿业公司（矿务局）煤炭产量完成 430 万吨，较去年同期多生产煤炭 24 万吨；销量完

成 421 万吨，较去年同期多销 10 万吨。降低成本 4600 万元，企业营业总收入较同期多完成

8.56 亿元，较计划减亏 7645 万元，经济运行态势好于预期，经营业绩目标完成。 

【印度煤炭公司 7 月煤炭产量同比持平】8 月 1 日，印度煤炭公司（Coal India）公布，7 月

份，公司煤炭产量为 3664 万吨，同比基本持平，但低于当月产量目标 3766 万吨。 印度煤

炭公司表示，2017-18 财年前 4 个月（4-7 月份），公司煤炭产量为 1.5548 亿吨，低于产量目

标值。 

【嘉能可二季度煤炭产量同比增 4%】近日，嘉能可集团（Glencore）最新季度生产报告显

示，2017 第二季度，嘉能可煤炭总产量为 3020 万吨，同比增加 4%，环比基本持平。 1-6

月，嘉能可煤炭总产量为 6110 万吨，同比增加 4%。 

【博地能源二季度收入增加 股价上涨】8 月 1 日，矿商博地能源（Peabody Energy）宣布第

二季度收入大增，并计划奖励其股东。 博地能源于今年 4 月份退出破产保护，据公司季报

显示，第二季度净收入为 9870 万美元（6.6 亿元），而去年同期公司报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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