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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本期CCTD秦皇岛5500综合交易价环比持平，中国太原动力煤指数环比下跌

0.06%。环球煤炭指数：纽卡斯尔港环比上涨0.2美元/吨，理查德港环比上涨0.5美元/吨，

欧洲ARA港环比上涨0.6美元/吨。沿海六大电厂日均耗煤量55.7万吨，环比减少6万吨，日

均库存1548.5万吨，环比增加27万吨；北方五港库存1873万吨，环比增加14.4万吨。

冶金煤：本期中国太原炼焦煤指数环比上涨 0.01%、喷吹煤指数环比下跌 0.04%；下

游情况：MySpic 钢材指数环比上涨 0.43%；山西铁路一级冶金焦规格品均价 1955.83 元/

吨，环比上涨 2.41%；京唐港澳洲同品质焦煤价格较山西主焦煤低 160 元/吨。

陕西、内蒙古煤炭价格指数及 CCTD 唐山主焦煤价格假期未发布。

第一部分 宏观政策

一、行业要闻

行业要闻

1

今年一季度，我国能源供需整体延续稳定增长态势，结构不断优化。初步核

算，一季度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 3.5%。其中，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

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 1.5 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所占

比重下降 1.8 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2.7%，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3.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了《关于加强煤矿冲击地压源头治理的通知》，要求

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研究冲击地压灾害源头治理措施，加快灾害隐患

突出矿井淘汰关闭。

各级煤矿项目核准机关要严格执行采深限制规定，不再核准第一水平采深超

过 1000 米的新建矿井，采深超过 1200 米的改扩建大中型矿井、超过 600 米的

新建（改扩建）其它矿井。

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新建、改扩建矿井，凡采深

超过限制规定的，一律停止建设。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矿

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煤矿项目建设期间冲击倾向性评估、鉴定及危险性评价工作

的监管，对未在开工前或建设期间达到有关工作要求的项目，不得审批相关设计，

项目不得开展联合试运转，不得通过安全设施验收、转入正式生产。经评估、鉴

定或评价煤层具有冲击危险性的新建矿井，煤矿企业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设

计，建成后生产规模不得超过 800 万吨/年，不得核增产能。

各产煤地区按照先立后破的原则，通过严格执法关闭一批、实施产能置换退

出一批、改造升级提升一批，进一步压减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力争到 2021

年底，全国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减少至 800 处以内。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7%85%A4%E7%9F%BF%E5%AE%89%E5%85%A8&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7%85%A4%E7%9F%BF%E6%95%B0%E9%87%8F&inn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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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山西频道
一、本地资讯

本地资讯

1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印发《山西省钢铁行业转型升级 2019 年行动计

划》，明确目标为，2019 年钢业行业重点推进 22 个升级改造项目，力争当年完

成投资 50 亿元，全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00 亿元。逐步实现产能规模适度，

存量转型优化，增量对标领先。品种差异化得到体现，企业发展高端产品的特点

日趋鲜明，行业综合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明确八大重点工作任务，分别为：调

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兼并重组、打造龙头企业、优

化产品结构、推进绿色发展、加强两化融合。

2

山西省将建立煤矿建设项目开工报告制度。山西省应急管理厅要求，建设单

位在煤矿建设项目取得有关部门开工建设批复后的 5 个工作日内，要进行分级报

告，市级直接监管的煤矿向市级应急管理局报告，县级直接监管的煤矿向县级应

急管理局报告。同时，实行逐级报送。县级应急管理局收到报告后，要在 5 个工

作日内报送市级应急管理局；市级应急管理局收到报告后，要在 5 个工作日内报

送省应急管理厅。 报告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工期、

瓦斯等级、水文地质类型，以及采矿许可证、营业执照、开工建设批复和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的相关资质证书等基本情况。

二、价格指数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价格指数(点)

(2019 年 第 17 期 总 298 期)

指数名称 本期 环比 增幅

1.综合指数 139.90 -0.12 -0.09%

2.动力煤 121.12 -0.07 -0.06%

下水煤 107.32 0.01 0.01%

直达煤 140.09 -0.25 -0.18%

3.炼焦用精煤 172.67 0.02 0.01%

焦煤 168.38 -0.04 -0.02%

肥煤 175.55 0.00 0.00%

贫瘦煤、瘦煤 173.39 0.00 0.00%

4.喷吹用精煤 159.81 -0.06 -0.04%

5.化工用原料煤 115.53 -0.93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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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集团铁路发运

省五大集团铁路发运

项目 日均
环比 同比

增减 幅度 增减 幅度

装车数

（车）
11091 -105 -0.94% 399 3.73%

发运量

（万吨）
78.58 -0.61 -0.77% 3.44 4.57%

四、财经专栏
1、山西省煤炭类股票

山西省煤炭类股票(元)

名称
今日

收盘

涨跌

(元)
涨跌 最高 最低

西山煤电 6.35 -0.53 -7.70% 6.73 6.19

潞安环能 7.76 -0.49 -5.94% 8.04 7.56

阳泉煤业 5.85 -0.41 -6.55% 6.13 5.73

大同煤业 4.70 -0.32 -6.37% 4.89 4.56

兰花科创 7.33 -0.47 -6.03% 7.62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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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 8.80 -0.70 -7.37% 9.22 8.55

美锦能源 15.56 0.39 2.57% 15.84 14.09

山煤国际 4.80 -0.33 -6.43% 5.09 4.60

*ST 安泰 2.70 -0.29 -9.70% 2.89 2.70

本期（5 月 1 日-7 日）山西省煤炭类股票价格以跌为主，其中跌幅最大的是*ST 安

泰。

2、黑色系及动力煤期货

黑色系及动力煤期货主力品种(元)

名称
今日

收盘

涨跌

(元)
涨跌 最高 最低

郑煤

1909
605.0 -11.2 -1.82% 611.8 601.4

焦煤

1909
1373.0 21.0 1.55% 1382.0 1346.0

焦炭

1909
2119.0 72.5 3.54% 2132 2017.5

铁矿石

1909
652.0 13.0 2.03% 661.5 622.5

螺纹钢

1910
3767.0 -61.0 -1.59% 3814.0 3725.0

本期（5 月 1 日-7 日）动力煤、螺纹钢期货主力品种合约价格小幅走跌，其他黑色

系品种价格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焦炭。

第三部分 煤市动态
一、动力煤

1、价格指数

动力煤价格指数
指数名称 本期 环比 同比

中国太原动力煤指数(点) 121.12 -0.06% 0.44%

CCTD 秦皇岛 5500

综合交易价（元/吨）
591 0.0% 1.03%

本期 CCTD 秦皇岛 5500 综合交易价环比持平，中国太原动力煤指数环比下跌

0.06%。下游电厂日耗持续回落，库存居于相对高位，电企燃料煤采购积极性不高，少

量刚需补库仍以拉运长协煤为主，国内动力煤市场成交情况一般，价格小幅震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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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沿海六大电厂

六大电力集团沿海电厂数据
项目 本期 环比 同比

日均耗煤量(万吨) 55.7 -6.0 -10.6

日均库存量(万吨) 1548.5 27.0 225.3

平均可用天数(天) 27.9 3.2 7.9

注：六大电力集团沿海电厂是指浙电、上电、粤电、国电、大唐、华能六个电力集团的

53 个电厂。

3、港口库存

北方五港及广州港煤炭库存(万吨)
港口 期末 环比

北

方

五

港

秦皇岛港 636.5 -3.5

黄骅港 228.8 -4.2

京唐港 396.4 17.4

国投京唐港 201 17

曹妃甸港 410.4 -12.3

合 计 1873.1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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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 202.6 -15.6

4、海运煤炭运价

海运煤炭运价（元/吨）
指数名称/航线船型 本期 环比

综合指数 OCFI(点) 876.84 -23.48

秦皇岛-广州港

(5-6 万吨船舶)
37.8 -0.5

秦皇岛-上海港

(4-5 万吨船舶)
32.9 -2.7

5、动力煤价格

广州港内外贸动力煤价格(库提价，元/吨)
品种 产地 价格 环比 同比

5500
山西 710 0 20

澳洲 705 0 20

5000
山西 600 0 -15

澳洲 600 0 -15

4500 内蒙古 550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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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冶金煤
1、行业资讯

冶金煤行业资讯

1

为推动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五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钢

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根据行业排放特征，对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大宗

物料产品运输，分门别类提出指标限值和管控措施，实现全流程、全过程环境管

理。《意见》提出，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加大税收、资金、价格、金融、

环保等政策支持力度。到 2020 年底前，重点区域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取得明

显进展，力争 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2025 年底前，重点区域基本完成，全国

力争 80%以上产能完成改造。

2

山西省印发焦化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通知，2019 年力争新增

建成大机焦产能 1000 万吨，建成大机焦占比达到 40%；2020 年，力争再新增

建成大机焦产能 700 万吨，建成大机焦产能占比达到 50%；2021 年，力争建成

大机焦产能占比达到 60%。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全省焦化企业全部达到环保

特别排放限值标准。重点行动为，全力推进重点焦化升级改造项目建设，谋划推

动化产品精深加工向高端发展，指导落实焦化产能减量置换政策，依法依规淘汰

落后和过剩焦化产能，推进焦化行业标准化管理，配合环保部门完成特排提标改

造，多措并举深化交流合作。

2、价格指数

冶金煤价格指数
指数名称（点） 本期 环比 同比

太原炼焦用精煤指数 172.67 0.01% 2.99%

太原喷吹用精煤指数 159.81 -0.04% -0.26%

山西地区炼焦用精煤市场局部涨跌，大部分煤企价格维持稳定，区域市场表现不一，

临汾地区个别煤企 1/3 焦煤销售较旺价格上涨 30 元/吨，晋中地区个别煤企迫于下游

压力焦煤价格下降 1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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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材
本期钢材市场先扬后抑，节前黑色系期市小幅走高，钢坯价格上涨，提振钢材现货行情，

低位成材出货情况良好。昨日钢材期盘震荡走弱，钢坯价格回落，市场心态偏空，现货报价

普遍下跌。5 月 6 日 MySpic 钢材价格指数 150.58 点，环比上涨 0.65 点，涨幅 0.43%。

4、焦炭

山西冶金焦规格品均价(元/吨)
类型 品种 本期 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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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一级 1905.83 2.42%

准一级 1816 2.17%

二级 1742.5 1.75%

铁路

一级 1955.83 2.41%

准一级 1863.26 2.58%

二级 1792.13 1.75%

本期山西地区焦炭市场稳中偏强，多地焦炭价格上涨 100 元/吨，焦企利润有所恢复。

下游需求稳定，焦企订单及出货情况良好，库存偏低，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5、中转港冶金煤价格

京唐港内外贸炼焦煤库提价（元/吨）
品种 产地 质量指标 本期 环比

主

焦

煤

山西 A8V25S0.9G85 1770 0

澳洲 A9V26S0.4G87 1610 0

俄罗斯 A11V20S0.3G83 1390 0

加拿大 A9.5V25S0.45G80 1470 0

1/3

焦煤
山西 A11V35S<1G75 1410 20

本期京唐港内贸配焦用煤价格小幅上涨，内、外贸主焦煤价格持稳，澳洲同品质进口

焦煤价格较内贸主焦煤低 16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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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工煤
1、价格指数

中国太原化工用原料煤价格指数（点）
本期 环比 同比

115.53 -0.80% -17.10%

2、尿素

尿素价格(元/吨)
地区 主流出厂价 环比

山东 2000-2040 0

山西 1900-1910 -55

河南 2000-2020 -5

河北 1980-2020 0

本期尿素市场下游工农业用肥需求一般，企业新单成交欠佳，部分地区价格震荡下

跌。

3、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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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价格(元/吨)
地区 主流出厂价 环比

山东南部 2140 40

山西南部 1930-2000 -30

石家庄 2000-2050 0

广东港口 2360-2390 10

环保压力不减，甲醇市场传统下游需求继续受到压制，甲醇企业出货不畅，价格以

弱势盘整为主。

4、国内化工用原料煤

无烟煤价格(元/吨)
产地 质量指标 品种 本期 环比 类型

沁水 A10V5-6S0.5 中块 1033 0 车板

焦作
A≤15V≤8S0.4-0.5 洗中块 1120 0 车板

A≤14V≤8S0.4-0.5 洗小块 1110 0 车板

永城 A12-15V8-10S0.5 洗中块 1220 0 车板

六盘水 A10-12V<8S0.9 小块 1340 0 坑口

万寨港
A13V7S1 洗中块 1290 0 平仓

A13V7S1 洗小块 1225 0 平仓

下游化肥化工企业对原料煤执行按需采购策略，无烟煤市场淡季特征明显，国内无

烟块煤市场销售情况一般，价格整体以弱势维稳为主。

四、国际市场
1、国际海运

(1)波罗的海指数

波罗的海海运指数(点)
指数名称 本期 环比 幅度

综合运价指数(BDI) 985 96 10.8%

好望角型指数(BCI) 1290 507 64.8%

巴拿马型指数(BPI) 1190 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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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灵便型指数(BSI) 752 -28 -3.6%

(2)主要线路运费

主要线路运费(美元/吨)
航线 本期 环比

澳洲纽卡斯尔→中国舟山

(13 万吨)
9.40 0.39

印尼塔巴尼奥→中国广州

(5 万吨)
7.18 -0.05

2、国际动力煤

环球煤炭价格指数(美元/吨)
港口 热值(大卡) 本期 环比

纽卡斯尔港 6000 86.91 0.2

理查德港 6000 70.25 0.5

欧洲ARA港 6000 59 0.6

3、国际冶金煤

进口焦煤北方港口到岸价格（美元/吨）
产地 质量指标 本期 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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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景矿 A10V21S0.5G85 207.2 1.5

(交易中心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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