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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2017 年 8 月 18 日 

煤炭行业周报(第一百七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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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下跌，太原煤炭交易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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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16 582 -1 -0.17%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综合价格指数 2017/8/11 134.91 1.14 0.85% 

-中国太原动力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8/11 123.11 1.44 1.18% 

-中国太原炼焦用精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8/11 160.82 0.27 0.17% 

-中国太原喷吹用精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8/11 141.3 1.34 0.96% 

-中国太原化工用原料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8/11 109.8 2.06 1.54% 

 

 

市场价格方面 

国际煤价：  

国际煤价涨跌不一。截止 2017 年 8 月 10 日，纽卡斯尔港价格下跌 1.58 美元/吨，为 95.34

美元/吨；欧洲 ARA 三港上涨 0.58 美元/吨，为 84.04 美元/吨；南非 RB 煤价上涨 1.91 美元/

吨，为 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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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10 95.34  -1.58  -1.63% 

欧洲 ARA 三港 2017/8/10 84.04  0.58  0.69% 

南非 RB 2017/8/10 86.63  1.9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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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综述 

动力煤：产地坑口价整体保持稳定，局部地区仍在上涨，陕西榆林和山西长治

部分大矿分别上涨 10 元/吨和 30 元/吨。本周港口价格整体延续上小跌的态

势，但主产地受安全检查和环保因素影响，价格普遍上涨 10-20 元/吨。近期

全国多数地区高温持续，本周六大电厂日耗环比上周增长 2.7%。供给方面，

主产地由于安监和环保力度处于较严的状态，预计产量下半年将维持低位。 

炼焦煤：产地炼焦煤、喷吹煤价格皆稳中有涨，Myspic 综合指数较上周也有

所上涨，6 月末以来焦炭价格累计上涨 200-250 元/吨，钢价平均也有 10-15%

涨幅，尽管采暖季钢材限产将导致目前焦煤阶段性需求下降。但 11 月以前煤

焦钢产业链需求仍将小幅上涨，加上近期海外焦煤价格提升 30%以上，产地精

煤价格已累计上涨 50-1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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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点新闻 

 政策新闻 

【煤炭去产能完成年度目标 85% 7 省份已超额完成任务】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煤炭去产能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截至 7 月底共退出煤炭产能 1.28 亿吨，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量的 85%。其中，内蒙古、辽宁、江苏、福建、河南、广西、重庆 7 个省

(区、市)已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环保部细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环境保护部近日发布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

施意见，要求以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推动建立排污者付费、第

三方治理与排污许可证制度有机结合的污染治理新机制，探索实施限期第三方治理，支持第

三方治理单位参与排污权交易。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坚持“五个不动摇” 不断推动能源发展改革稳中求进】8 月 17 日，

由新华网主办的 2017 第七届中国能源高层对话在北京召开。论坛聚焦“中国能源变革与合作”

议题，对我国能源产业变革与合作背景下逐渐衍生的清洁能源、储能技术大发展、能源互联

网、能源金融等新业态展开深入讨论。会上，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郭智指出，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更好地坚持和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

略定力，不断推动能源发展改革稳中求进、行稳致远。概括来说，就是坚持“五个不动摇”。 

【发改委关于首批重点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复函】国家发改委 8 月 17 日复

函关于首批重点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复函要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

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重庆市、陕西省发展

改革委积极推进相关组织工作的实施和预算工作，确保煤矿沉陷区的健康转型发展。 

【内蒙古能源“十三五”规划：加大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力度】中国节能在线消息，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自治区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一方面加强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利用，另一方面加快新能源外送基地

建设。整个“十三五”期间，力争实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 850 万吨。 

【山西：推进混改股改 加强国资监管】8 月 16 日上午，山西省政府召开省属国有企业深化

改革座谈会，听取国企改革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改革任务。省长楼阳生强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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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山西省国企国资改革“1+N”政策体系已经形成，进入了全面施工阶段。下一步，要抓住

市场回暖的有利时机，分层分类多模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河北省 9 月底前将全部完成去产能任务】河北日报 17 日消息，河北省政府新闻办 8 月 16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7 年 1 至 7 月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进展情况。9 月底前，

河北省将全部完成去产能任务，实现“6643”目标任务。 

【安徽省对煤矿企业集团开展全面安全“体检”】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消息，截至 8 月上旬，

安徽省对全省煤矿的安全“体检”工作已全面结束。按照计划，8 月中下旬，安徽煤矿安监局

和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分头对淮南矿业集团公司和中煤新集公司、淮北矿业集团公司

和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开展全面安全“体检”。 

【唐山港京唐港区全面停止煤炭汽运集港作业】环渤海新闻网消息，8 月 15 日，随着机车

汽笛声划破天际，首趟满载 100 个 35 吨开顶箱集装箱的煤炭列车从山西抵达唐山港京唐港

区。据悉，这是京唐港区积极贯彻落实环保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转变煤炭集港方式的

重要举措。至此，煤炭汽运集港作业在该港区成为历史。 

 

 行业新闻 

【报告显示：中国清洁能源 2030 年后将逐步替代煤炭】《中国石油报》消息，8 月 16 日，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在京发布 2017 版《2050 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简称《能

源展望》）。本次发布的《能源展望》是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合新的模型分析方法，

基于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环境因素得出的最新观点认识。 

【煤焦期货：动力煤 1801 合约上涨 1.77% 焦煤 1801 合约涨停】8 月 17 日，动力煤 1801

期货合约收盘价报 599 元/吨，较前一日结算价涨 10 元/吨，涨幅 1.77%。盘中最高价触及

601 元/吨，突破 600 元/吨大关，最低价 588 元/吨。今日成交量 24.68 万手，持仓量 26.55

万手；焦煤 1801 期货合约价收盘报 1456 元/吨，较前一日结算价涨 108 元/吨，涨幅 8.01%。

盘中最高 1456 元/吨，最低 1366 元/吨。今日成交量 64.90 万手，持仓量 34.93 万手。 

【高煤价吞噬电厂利润 电厂产能过剩亏损严重】今年上半年以来，煤炭价格持续回升，而

迎峰度夏高峰期的到来，更让各界惊叹“煤超疯”又来了。居高不下的煤价之下，运煤长龙的

景象再度在产煤大省山西上演。央视记者援引山西潞安集团运销总公司副总经理马晓红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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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路销售比较火，用户需求比较旺盛。山西常村煤矿每天的产量是 2 万 2 千吨，去年这

个时候库存是 10 到 15 万吨，而现在这里的库存几乎为零。 

【2017 年 1-7 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中电联消息，1-7 月份，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宽松。全

社会用电量增速同比提高，7 月当月用电量创历史新高；工业用电较快增长，轻、重工业用

电增速同比提高；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均实现正增长，合计用电增速低于工业；发电装机增

速较上年回落，水电当月发电量正增长；发电设备利用小时与上年基本持平，水电利用小时

同比降低；全国跨区、跨省送出电量同比增长；新增火电装机同比降低，新增太阳能发电装

机同比大幅提高。 

【2017 年 7 月全国和中钢协会员钢铁企业产量】2017 年 7 月，全国生产粗钢 7402.12 万吨，

同比增长 10.27%，日产 238.78 万吨，日产环比下降 2.18%；累计生产粗钢 49155.25 万吨，

同比增长 5.14%，累计日产 231.86 万吨。 

【王志轩：“一带一路”为电力行业国际合作指明方向】新华网消息，8 月 17 日，2017 第七

届中国能源高层对话在北京召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党组成员王志轩就电

力产业“一带一路”合作的现状和问题建议谈了自己的思考。他表示，自“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不仅为电力行业的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而且已经进入了国家规划，必将进一步拓展中国电

网、风电、太阳能、核电、清洁煤电等产业的海外市场空间，对中国电力转型发展带来深刻

影响。 

【发改委：7 月日用发电量 7 刷记录 清洁能源发电量迅速增长】18 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召

开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回应热点问题。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就电力运行情况作了通报，7 月当月，受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全国日发用

电量 7 次刷新记录，全国共有 6 个区域电网以及 20 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广东、

江苏 2 个省级电网负荷超过 1 亿千瓦。 

【中国进口增加 推动印尼煤价再次上涨】随着中国煤炭行业继续推行去产能政策，进口量

需求获支撑，印尼煤炭价格再次大幅上涨，导致采购印尼煤的火电企业发电成本增加。 这

些电力企业就包括印度的塔塔电力集团（Tata Power）和阿达尼集团（Adani Power）。 

【焦企库存持续低位 焦炭供应紧张持续】截止 8 月 17 日汾渭吕梁准一级冶金焦指数报 1880

元/吨，较上周上涨 80 元/吨。晋中二级焦指数报 1790 元/吨，较上周上涨 80 元/吨。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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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产运销监测数据显示，监测样本焦炭总库存 12.54 万吨，环比下降 3.27 万吨。 

【上半年内蒙古区能源工业增加值增长 7.4%】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8 月 17 日消息，上半年，

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从六大支柱产业看，其中能源工业同比增

长 7.4%，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9.1%，拉动工业增长 3.3 个百分点。 

【上半年晋城市煤炭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山西省统计局 8 月 17 日消息，今年以来，

晋城市规上工业结束了低位运行的态势，累计增速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排位稳居全省前三。

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9%,增速高出上年同期(-1.7%)13.6 个百分点。 

 

 企业&资本新闻 

【陕煤集团成为全国已落地债转股规模最大企业】陕西日报 8 月 15 日从陕煤集团获悉，自

该集团与金融企业签订 845 亿元的市场化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已落地债转股融资额达

372.5 亿元，约占全国总规模的 50%，从而成为全国已落地债转股规模最大的企业。 

【冀中能源：半年报净利同比增长 61 倍】8 月 17 日，冀中能源披露半年报，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27亿元，同比增加 82.02%；实现营业利润 8.98亿元，同比增加 2509.5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 亿元，同比增加 6128.65%。 

【新州监管者允许南 32 阿平煤矿部分恢复生产】8 月 16 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监

管机构表示，自 6 月份瓦斯气体浓度超标矿工撤出矿井以来，南 32 公司（South32）阿平煤

矿（Appin）现已被允许恢复部分生产。 

【印度煤炭公司2018财年计划资本支出850亿卢比】近日，国有企业印度煤炭公司（Coal India）

在最新年报中表示，2017-18 财年资本支出计划为 850 亿卢比。印度煤炭公司产量占印度总

产量的 84%。 “2017-18 财年，公司计划资本支出额为 850 亿卢比。”印度煤炭公司年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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