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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2017 年 9 月 22 日 

煤炭行业周报(第一百八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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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小幅上涨，太原煤炭交易价格指数也继续

上扬，国际煤价普遍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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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0 586 3 0.51%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综合价格指数 2017/9/22 141.32 1.66 1.19% 

-中国太原动力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9/22 127.73 2.8 2.24% 

-中国太原炼焦用精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9/22 168.13 0.47 0.28% 

-中国太原喷吹用精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9/22 153.98 0 0.00% 

-中国太原化工用原料煤交易价格指数 2017/9/22 116.19 1.22 0.87% 

 

 

市场价格方面 

国际煤价：  

国际煤价普遍上涨。截止 2017 年 9 月 15 日，纽卡斯尔港价格上涨 1.34 美元/吨，为 99.49

美元/吨；欧洲 ARA 三港上涨 1.93 美元/吨，为 91.22 美元/吨；南非 RB 煤价上涨了 1.15 美

元/吨，为 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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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15 99.49  1.34  1.37% 

欧洲 ARA 三港 2017/9/15 91.22  1.93  2.16% 

南非 RB 2017/9/15 93.91  1.0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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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综述 

动力煤：环渤海动力煤指数和港口煤价出现回升，港口煤价涨幅加深。煤耗小

幅回落，但仍处在高位，9 月淡季不淡，当周电厂平均日耗达到 69.77 万吨，

可用天数下降。北方港口运往广州和上海的运费当周小幅回升，维持高位。 

炼焦煤：焦炭价格连续多次提价后本周保持相对稳定，传导效应致焦煤部分品

种持续回升。焦化厂焦煤库存小幅补库，重点钢厂可用天数整体持平。当周焦

化企业开工率整体有所恢复，大中型焦化厂开工率出现一定回升。 

无烟煤：无烟煤主要品种价格持平，下游方面，精甲醇价格回升显着，水泥价

格指数当周也有不小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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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点新闻 

 政策新闻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新华社消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方案》提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工作目标是摸清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了解污染源

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掌握国家、区域、流域、行业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

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为加强污染源监管、改善环境质

量、防控环境风险、服务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提供依据。 

【政策支持下光热发电将迎大发展阶段】经济参考报消息，2017 第二届中国德令哈光热大

会日前举行，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在会上表示，目前全部光热示

范项目已完成备案工作，第一批示范项目力争于 2018 年底前建成投产。随着光热发电领域

支持政策的频繁出台，有专家表示，2020 年至 2030 年将是光热发电大发展时期。 

【四部门下发指导意见 推进北方采暖地区城镇清洁供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四部门近日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北方采暖地区城镇清洁

供暖，以保障群众采暖需求并减少污染物排放。根据指导意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

城市重点推进“煤改气”、“煤改电”及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减少散煤供暖，加快推进“禁煤

区”建设。其他地区要进一步发展清洁燃煤集中供暖等多种清洁供暖方式，加快替代散烧煤

供暖，提高清洁供暖水平。 

【我国北方 12 城市首批开展冬季清洁取暖试点】经济日报消息，供暖季即将到来，人们开

始担忧空气质量状况。2017 年 5 月份，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

局 4 部门组织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天津、石家庄、唐山、保

定、太原、开封、鹤壁、新乡等 12 个城市入围首批试点。日前，4 部门召开会议对试点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一场中央及地方财政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大规模“蓝天保卫战”正式

打响。 

【中国限制柴油卡车货运 铁路运输或将受益】近日，随着中国政府限制使用柴油卡车以应

对空气污染，大量的小型工厂，从钢铁到化工产品，争相获得已经很紧张的铁路运力。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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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报道称，上个月，环保部针对 28 个城市数万家企业下达通知，在今冬污染最严重时期到

来之前（11 月 1 日前），将柴油卡车使用量减半。环保部还在政策文件中对郑州新力电力、

邢台钢铁和河北旭阳焦化等超过 20 家电力和钢铁企业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永久目标，并规定

这些企业铁路运输量至少占一半。 

【多地发布禁行令 国三柴油车面临大考】经济参考报消息，8 月份北京市交通委、环保局、

交管局发布《关于对部分载货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通告》。《通告》规定，

自 2017 年 9 月 21 日起，北京将在六环路（含）范围内设立载货汽车低排放区，外埠国三柴

油货车全天禁止在六环路上及以内道路通行。2019 年 9 月 21 日不管京牌非京牌，六环路(含)

以内全天禁止国三柴油货车通行。 

【国家能源局开展 2017 年电力调度交易与市场秩序专项监管】能源局消息，9 月 18 日，国

家能源局 2017 年电力调度交易与市场秩序专项监管工作暨驻点江西监管会议在南昌召开，

会议部署了全国六大区域内 6 个重点省份的电力调度交易与市场秩序专项监管工作，这标志

着该专项监管正式启动。 

【发改委连续发声保障煤炭供应 市场畏高情绪初现】近日，发改委为抑制煤价稳定煤炭市

场，连续发文强调煤炭供应和保障，并指出煤炭库存制度将进入完善修改阶段。伴随着政策

风险开始凸显，煤价恐遭调控的情绪蔓延，北方港贸易商心态开始出现分化，部分终端接货

亦愈发谨慎。秦皇岛港某贸易商表示，受政策信号释放影响，部分贸易商开始担忧煤价调控

措施即将出台，所以出货渐增。而受到港成本高企支撑，目前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市场煤主

流成交价在 700 元以上，然报价高且乱，因买卖价差大，偏高的报价均较难成交。 

【江苏省全力压减燃煤发电和电煤消耗】新华日报消息称，江苏省经信委日前通报全省减煤

工作进展。今年以来，全省尽最大可能压减燃煤发电和电煤消耗，1-8 月，在全省全社会用

电量增长 6.36%的情况下，燃煤发电量仅增长 1.12%。 

【内蒙古能源十三五：原煤产量控制在 11.5 亿吨左右】内蒙古政府日前发布的《内蒙古自

治区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原煤产量控制在 11.5 亿吨左右，

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 79%左右，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到 55%左右。 

【辽宁 196 家不符合国家政策煤矿企业被关闭】据辽宁日报报道，9 月上旬，辽宁省国土资

源厅联合省安监局、辽宁煤监局对全省国土资源系统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截至 9 月 20 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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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四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共排查了安全隐患风险点 5857 个，对 196 家不符合国家政策的煤矿企业实施关闭。 

【9 月 25 日零时起唐山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唐山市环境保护局网站消息，9 月

24 日，唐山市政府发出《关于启动应急减排措施应对重污染天气过程的通知》，要求全市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委员会，市政府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行动。 

 

 行业新闻 

【统计局：9 月中旬全国焦炭价格 2156.4 元/吨 较上一周期上涨 4.3%】国家统计局 9 月 25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 月中旬全国焦炭（二级冶金焦）价格报 2156.4 元/吨，较 9 月上

旬涨 89 元/吨，涨幅 4.3%，这是自 6 月底以来焦炭价格连续第九次上涨。 

【9 月上旬重点钢铁企业粗钢日均产量 186.75 万吨】中钢协数据显示，2017 年 9 月上旬会

员钢企粗钢日均产量186.75万吨，旬环比增加2.03万吨，增幅1.1%；全国预估日均产量239.66

万吨，旬环比减少 0.97 万吨，减幅 0.4%。 

【8 月份中国进口炼焦煤 562 万吨 同比下降 12.8%】海关总署数据显示，8 月份中国进口炼

焦煤 562 万吨，同比下降 12.8%，环比增长 0.7%；1-8 月累计进口炼焦煤 4675 万吨，同比

增长 23.3%。 

【8 月份中国进口动力煤 989 万吨 同比下降 7.14%】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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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 万吨，同比减少 76 万吨，

下降 7.14%，环比增加 110 万吨，增长 12.51%。 

【四季度煤价顶点很难突破上半年最高点】今年年初，取暖季结束后动力煤价格开始回落；

进入夏季，在高温天气的推动下，动力煤价格持续上涨；随着天气转凉，雨水增多，9 月动

力煤价格迎来转折，平稳运行中部分地区高位回调。中国煤炭报称，总体来看，今年煤炭价

格在各个方面的“保驾护航”中虽有波动但以稳为主。 

【前 8 月 8 省区原煤产量超 5000 万吨 占全国总产量 86.78%】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 8 月

份全国分省原煤产量，数据显示 8 月份全国原煤产量 29077 万吨，同比增长 4.1%，环比下

降 1.23%。前 8 月累计原煤产量 230000 万吨，同比增长 5.4%。 

【8月份鄂尔多斯销售煤炭 5282万吨 增长 26.6%】鄂尔多斯市煤炭局 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8 月份，鄂尔多斯市销售煤炭 5282 万吨，同比增加 1111 万吨，增幅 26.6%，环比减少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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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减幅 6.9%。 

 

 企业&资本新闻 

【神华集团更名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财联社消息，日前，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企

业名称变更申请核准告知书称，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获得通过。同时，变更以该企业为核心企业组建的企业集团名称为：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简称为：国家能源集团。   

【晋煤集团“高硫煤洁净利用循环经济工业园”项目获 30 亿元信托贷款】9 月 20 日，晋煤集

团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举行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30 亿元信托贷款助力“高硫煤洁

净利用循环经济工业园”项目建设，这是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山西省政府战略合作

的首单成果，也是晋煤集团深化企业改革中下属子公司融资管理创新的显著成效。 

【山东与湖北、兖矿与湖北煤炭投资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作协议】兖矿集团网站 21 日消息，

山东省煤炭工业局与湖北省能源局，兖矿集团与湖北煤炭投资开发公司在兖矿分别签署《煤

炭资源供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煤炭供需长期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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