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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2017 年 8 月 25 日 

煤炭行业周报(第一百八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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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煤价全部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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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23 581 -1 -0.17%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综合价格指数 2017/8/18 135.23 0.32 0.24% 

-中国太原动力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8/18 123.31 0.2 0.16% 

-中国太原炼焦用精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8/18 161.28 0.46 0.29% 

-中国太原喷吹用精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8/18 142.1 0.8 0.57% 

-中国太原化工用原料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8/18 109.82 0.02 0.01% 

 

 

市场价格方面 

国际煤价：  

国际煤价全部上扬。截止 2017 年 8 月 17 日，纽卡斯尔港价格上涨 2.78 美元/吨，为 98.12

美元/吨；欧洲 ARA 三港上涨 1.94 美元/吨，为 85.98 美元/吨；南非 RB 煤价上涨 1.25 美元/

吨，为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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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17 98.12  2.78  2.92% 

欧洲 ARA 三港 2017/8/17 85.98  1.94  2.31% 

南非 RB 2017/8/17 87.88  1.25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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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综述 

动力煤：动力煤价格继续下跌，煤价下跌的原因在于用煤旺季已接近尾声，电

厂采购的积极性减弱，多以采购价格较低的长协煤为主；目前港口煤炭库存仍

较为充裕，秦皇岛煤炭库存处于中高位水平；需求走弱以及价格下跌预期导致

部分贸易商开始出货。但是，短期内煤价下行的空间或较为有限。 

炼焦煤：焦煤价格呈现普涨格局，供应方面，国内和国外因频繁检查、库存低

位等原因，供应都偏紧；需求方面，由于目前钢厂高炉开工率仍处于高位，对

焦炭需求相对刚性，焦炭价格强势上涨。目前焦企的开工率和盈利均处于高位，

而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焦企补库存意愿推动对焦煤需求，短期来看焦煤价格

上涨动力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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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点新闻 

 政策新闻 

【国务院为去产能“圈重点 ”火电等三行业面临减量减产】证券日报消息，近期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对去产能圈重点，提出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完成 2017 年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

处置“僵尸企业”和治理特困企业等工作任务。推动火电、电解铝、建材等行业开展减量减产，

严控新增产能。 

【发改委印发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有关管理办法】北极星电力网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

发布《关于征求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有关管理办法意见的函》。据悉，优先发电优先购电

计划有关管理办法已被列为 2017 年重点规范性文件，在征求第一轮意见基础上，目前已草

拟了《关于印发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有关管理办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包括《优先发

电优先购电计划编制暂行办法》、《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保障实施暂行办法》、《优先发电优

先购电计划申报下达管理暂行办法》、《电网企业及交易机构实施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目标

责任考核暂行方案》4 个附件，相关征求意见应于 8 月 29 日前反馈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

节局。 

【国家发改委：坚决打赢钢铁去产能攻坚战】国家发改委网站 25 日消息，今年是钢铁去产

能的攻坚之年，有关方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15 次会议

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去产能的决策部署，强化“四个意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注重发挥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政策措施，扎实推进钢铁去产能各项

工作，坚决取缔“地条钢”产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安委办督导安全生产检查：存排查治理不到位问题】中新网消息，8 月 7 日至 18 日，国

务院安委办督导组先后在北京、天津、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新疆等地督导安全生产

大检查，核查举报线索和前阶段发现隐患问题整改情况，实地检查了煤矿、工贸、危险化学

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的 120 多家企业和单位。督导组发现，虽然已取得积极进展，但各地安全

生产大检查不同程度存在发动不充分、进度不一致、排查治理不到位等问题。 

【多地出台相关政策 柴油车时代将被“终结”】柴油车一直是公路汽运的主力，特别是在大

宗货物运输领域，柴油车有着众多的优势。不过其缺点也是十分明显，在全国加大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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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的背景下，柴油机车因为排污较大的原因开始受到限制。虽然目前大多数物流企业的运

输车辆首选的都是柴油车，排放标准从国三到国五逐渐提高，对发动机、油品的要求也是越

来越高，但很多地方政府仍然对柴油车下了最后通牒。在政策驱使下，相关企业不得不做出

调整。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启动钢铁、水泥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环保部网站 25 日消息，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 号）、环保部《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等要求，河南省环保厅启动钢铁、水泥行业

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并下发了《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开展钢铁、水泥行业排污许可证管

理工作的通知》。 

【河南三大省属煤企共获专项奖补资金 12.26 亿元】河南省政府日前公布的《关于 2017 年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基础奖补部分)拨付公示》显示，2017 年共安排河南省工业

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基础奖补部分)13.53 亿元。其中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郑州煤炭工业集团三大省属煤炭企业共获得 12.26 亿元，河南省煤层气公司获得

1736 万元。此外，商丘、郑州、济源、巩义四地相关去产能产业合计共获得专项奖补资金

1.09 亿元。 

【安徽启动煤矿超层越界开采整治省级督查】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消息，日前，安徽省国土资

源厅、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联合发出通知，提出对各产煤市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分局，开展煤矿超层越界开采专项检查

整治行动省级督查，同时抽查各地重点煤矿企业。 

【河北省印发用煤投资项目煤炭替代管理暂行办法】河北新闻网消息，为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落实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规范用煤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煤炭替代管理，河北省政府办公厅

日前印发《河北省用煤投资项目煤炭替代管理暂行办法》，对煤炭替代来源与替代量计算、

煤炭替代方案与审查、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陕西去年煤炭去产能超目标 41.8%】华商报消息，陕西省政府新闻办 24 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透露，去产能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三去一降一补”重要任务。2016 年，

陕西省煤炭去产能任务是 2904 万吨，超过目标任务 41.8%，超额完成煤炭去产能的年度任

务，入选“2016 年钢铁煤炭去产能激励省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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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环保局大力推进储煤场扬尘污染整治工作】为确保呼和浩特市环境质量稳固提

升，坚决杜绝扬尘污染，日前，呼和浩特市环保局以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为契机，紧密结合

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环境质量保障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利用远程高空监控视频和无人机辅

助手段，加强对工业企业扬尘污染的检查力度。 

 

 行业新闻 

【7 月中国甲醇进口量环比增 24.3% 出口量环比降 9.4%】2017 年 7 月，中国甲醇进口量在

87 万吨，环比增加 24.3%，同比减少 2.65%。2017 年 1-7 月，我国甲醇月均进口量达 68.1

万吨，累计达 476.5 万吨，同比减少 7.5%，占去年我国甲醇进口总量的 54%。 

【今年前 7 个月全国煤炭需求同比增长 5.3%】期货日报网消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

姜智敏 24 日在“2017 中国煤焦矿产业大会”上表示，受经济增长拉动、能源结构阶段性变化

和天气因素的影响，今年 1-7 月全国煤炭消费量约 22.8 亿吨，同比增加 1.15 亿吨，增长 5.3%

（7 月份当月增长 6.9%）。 

【8 月上旬重点钢铁企业粗钢日均产量 186.79 万吨】据中钢协统计，2017 年 8 月上旬会员

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186.79 万吨，旬环比增加 1.6 万吨，增幅 0.87%；全国预估日均产量 235.93 

万吨，旬环比减少 7.06 万吨，减幅 2.91%。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 108 个基点报 6.6525，为 2016 年 9 月 22 日以来新高】和讯网

消息，8 月 24 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 108 个基点，报 6.6525，为 2016 年 9 月 22 日

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表示，近期，人民币追随美元上下波动，而美元指数整体仍处低位宽幅

震荡区间，市场等待更多新的信息指引。关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是否会推动市场选择方向。 

【7 月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加 10.27% 业内预计下半年仍偏好】中国证券报消息，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7 月份，全国粗钢产量比 2016 年同期增加 689.41 万吨，增

长 10.27%，粗钢日产水平为 238.78 万吨/日，为近年来所罕见。 

【7 月份中国进口动力煤 879 万吨 同比下降 5.69%】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 月份，

中国进口动力煤（包含烟煤和次烟煤，但不包括褐煤，下同）879 万吨，同比减少 53 万吨，

下降 5.69%，环比减少 15 万吨，下降 1.68%。 

【7 月份进口炼焦煤 558 万吨 环比下降 3.6%】海关总署 8 月 24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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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中国进口炼焦煤 558 万吨，环比下降 3.6%，同比上升 25.2%。1-7 月累计进口炼焦煤

4139 万吨，同比增长 31.4%。 

【统计局：8 月中旬全国焦炭价格 1833.6 元/吨 较上一周期上涨 5.1%】统计局 8 月 24 日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 月中旬全国焦炭（二级冶金焦）价格报 1833.6 元/吨，较 8 月上旬上

涨 88.2 元/吨，涨幅 5.1%。这是本轮焦炭上涨周期内的第六次价格上涨。 

【港口动力煤市场开始进入平稳下行期】近期，沿海动力煤市场略有松动，下游电厂目前虽

维持高日耗水平，但后续市场面临走弱，港口实际成交气氛偏淡。在坑口保持坚挺的背景下，

短期内港口煤炭市场下行空间或有限。 

【焦炭供应紧平衡持续 焦炭继续上涨】焦炭供应紧平衡持续 焦炭继续上涨 截止 8 月 24

日汾渭吕梁准一级冶金焦指数报 1930 元/吨，较上周上涨 50 元/吨。晋中二级焦指数报 1840

元/吨，较上周上涨 50 元/吨。本周焦炭产运销监测数据显示，监测样本焦炭总库存 14.43

万吨，环比上升 1.89 万吨。 

【山西动力煤：晋北煤市涨跌互现 长治原煤大幅上涨】截止到 2017 年 8 月 18 日，汾渭大

同 5500 大卡动力煤 450 元/吨，降 10 元；朔州 5000 大卡动力煤 385 元/吨，不变；长治 5800

大卡原煤报价 670 元/吨，涨 50 元。 本周了解到，晋北动力煤涨跌互现，其中坑口原煤价

格稳中上涨，而洗煤价格则出现下跌。 

【6 月印尼煤炭出口量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据印尼中央统计局（BPS-Statistics Indonesia）统

计数据显示，6 月份，印尼共出口煤炭 2844.71 万吨，同比减少 6.12%，环比下降 9.03%，出

口量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越南 7 月煤炭进口量环比大增 80%】越南海关发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 月份，越南煤炭

进口量为 153.8 万吨，环比 6 月份大增 80.1%，较去年同期增长 17.14%。 越南是传统的煤

炭出口国，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尤其是电力部门的需求，越南正在积极向煤炭进口

国转变。 

【7 月韩国进口动力煤环比增 2.52%】韩国海关最新数据显示，7 月份，韩国进口动力煤（烟

煤和次烟煤）903.72 万吨，较 6 月份进口量 881.53 万吨增长 2.52%，较 2016 年 7 月进口量

760.87 万吨同比增长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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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资本新闻 

【潞安环能半年报：净利润 11.43 亿 增长超 21 倍】中国证券报消息，8 月 24 日，上市公司

潞安环能发布2017年半年报，公司201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01.26亿元，同比增长99.49%；

煤炭开采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58.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3 亿元，同

比增长 2118.85%，煤炭开采行业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为 264.64%。 

【宝武整合开启 宝钢股份上半年净利增六成】8 月 24 日晚，国内最大钢铁企业——宝钢股

份发布 2017 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99.33 亿元，同比增长 59.91%；实现净利

润 61.7 亿元，同比增长 64.91%。 

【上半年中煤能源煤化工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5.63 亿元】中煤能源 23 日发布的半年度报告

显示，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煤化工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5.63 亿元，同比下降 18.3%；实现营业

利润 3.07 亿元，同比下降 11.9%。 

【中煤能源转让非核心资产 发力煤炭资源整合剑指煤电重组】近段时间以来，央企煤电重

组的声音愈发强烈。日前，人民日报专门发文称，要继续推进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尤其是煤电、

重型装备制造、钢铁等领域的重组。此外，16 部委也联合发文鼓励煤电上下游重组。8 月

23 日晚间，中煤能源发布了 2017 年半年报，受益于煤价上涨，公司净利大增 175%。值得

注意的是，中煤能源还发布公告称，旗下子公司向母公司转让了山西运销 100%股权及天津

公司 100%股权，以集中优势促进主营业务发展。 

【阳煤化工上半年实现利润 1.02 亿元 扭亏为盈】8 月 24 日，阳煤化工发布了 2017 年上半

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05 亿元，比同期 94.78 亿元增加 12.27 亿元；

实现利润总额 1.02 亿元，比同期-4.02 亿元增加 5.04 亿元。 

【中国核电上半年净利润 25.45 亿元 同比增长 1.92%】中国核电 24 日发布的半年度报告显

示，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62.35 亿元，同比增长 14.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5.45 亿元，同比增长 1.9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同比增长 14.14%；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163 元。 

【伊泰煤炭 38 亿收购红庆河煤矿资产】8 月 23 日晚，伊泰煤炭公告称，本公司与伊泰集团

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伊泰集团同意转让及本公司同意受让伊泰集团所持

有的伊泰广联 10%的股权，收购代价为人民币 38.2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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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股份披露半年报：营收 211.32 亿元 净利润增长 20 倍】包钢股份 8 月 23 日晚披露半

年报，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11.32 亿元，同比增长 75.56%；净利润 5.88 亿元，

同比增长 2035.53%。公司总资产 1423.13 亿元，同比增长 0.62%。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

生产持续保持稳产，累计生产铁 659 万吨、钢 670 万吨、商品坯材 621 万吨，同比分别增加

82 万吨、93 万吨、72 万吨。 

【神华集团 2021 年煤制甲醇总产能预计达到 860 万吨/年】神华是全球最大的煤基能源化工

企业，也是中国煤制烯烃工业化的开拓者和标杆企业。亚化咨询估算，2021 年，神华集团

煤制甲醇总产能预计达到 860 万吨/年，进一步确立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和甲醇转化企业的

地位。 

【兖煤澳洲上半年亏损大幅下降】近日，兖煤澳洲公司（Yancoal）表示，2016-17 财年下半

年（2017 年 1-6 月），由于高品质动力煤需求增加，加之 3 月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热带气旋

影响，推高煤炭价格，公司亏损大幅下降。  

【南 32 本财年南非动力煤产量预计降 5%】8 月 24 日，澳大利亚矿商南 32 公司（South32）

表示，由于新煤区开采速度受限，2017-18 财年（2017 年 7 月-2018 年 6 月），公司南非煤矿

动力煤产量预计同比下降 5%至 275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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