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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本期CCTD秦皇岛5500综合交易价、中国太原动力煤指数、鄂尔多斯混煤指数

环比延续上涨态势，涨幅分别为0.17%、0.67%、0.57%；陕西动力煤指数环比下跌0.67%。

环球煤炭指数：纽卡斯尔港环比上涨4.1美元/吨，理查德港环比上涨0.45美元/吨，欧洲ARA

港环比上涨2.6美元/吨。沿海六大电厂日均耗煤量61.8万吨，环比减少1.1万吨，日均库存

1837.6万吨，环比增加54万吨；北方五港库存1753万吨，环比增加34.9万吨。

冶金煤：本期中国太原炼焦煤指数环比下跌 0.66%、喷吹煤指数环比持平；内蒙古西部

焦煤指数环比下跌 1.81%、陕西配焦精煤指数环比下跌 2.67%、CCTD 唐山主焦煤价格环比

下跌 1.95%。下游情况：MySpic 钢材指数环比下跌 1.60%；山西铁路一级冶金焦规格品均

价 2032.16 元/吨，环比下跌 3.40%；京唐港澳洲同品质焦煤价格较山西主焦煤低 150 元/

吨。

第一部分 宏观政策

一、行业要闻

行业要闻

1.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近日发函，征求《关于解决“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

供暖推进过程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意见。

通知要求，各方应尽快签订 2019 年和 2019-2020 年采暖季“煤改气”天

然气供用气合同并认真落实。在峰谷分时电价、阶梯电价、电力市场化交易等方

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通知指出，应建立完善清洁取暖长效支持机制，保证清洁取暖工作的持续性；

规范完善招投标机制，保障燃气壁挂炉、电暖器等清洁供暖产品质量，招标过程

中严把质量关，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清洁供暖产品质量监管；坚持宜电则电，宜气

则气，宜煤则煤，在新设施未安全稳定运行之前决不允许拆除现有取暖设置，偏

远山区重点利用“清洁煤+节能环保炉具”等方式替代散烧煤。

通知规定，条件成熟的清洁供暖方式可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研

究推广。

2.

为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行为，加强工程安装收费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网

站日前发布《关于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提出意见如下：（1）

明确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定义及内涵。燃气工程安装收费范围仅限于建筑区划红

线内产权属于用户的资产，不得向红线外延伸。（2）加快构建燃气工程安装竞争

性市场体系。燃气企业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经营范围内工程安装业务，或

指定利益相关方从事燃气工程安装，妨碍市场公平竞争。（3）合理确定城镇燃气

工程安装收费标准。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原则上成本利润率不得超过 10%，现

行收费标准偏高的要及时降低。（4）取消城镇燃气工程安装不合理收费。凡与建

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工程设计、施工等服务和材料不相关的收费一律不得

收取，并不得变换名目另行收取费用。（5）简化城镇居民新建住宅燃气工程安装

等收费方式。（6）规范城镇燃气安装工程施工管理。（7）推动信息公开强化社

会监督。（8）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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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山西频道
一、本地资讯

本地资讯

山西焦煤集团和阳煤集团分别调整了离柳矿区庞庞塔煤矿和阳泉矿区温家庄矿改

扩建工程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庞庞塔煤矿建设规模 1000 万吨/年，通过关闭退出煤矿、

核减生产煤矿生产能力等方式进行产能置换，置换产能指标 1000 万吨/年。其中，霍

州煤电集团公司 2016 年关闭退出的乡宁沙坪煤业有限公司等 3 处煤矿、产能 180 万

吨/年，已申领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折算产能指标 54 万吨/年；2018—2019 年关闭退

出丰裕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6 处煤矿，不申领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产能 630 万吨/年，

其中 546 万吨/年用于本项目，折算产能指标 546 万吨/年；辛置煤矿等 4 处生产煤矿

核减产能 530 万吨/年，2019 年完成核减工作，其中 500 万吨/年用于本项目，折算产

能指标 400 万吨/年（详见附件 1）

温家庄矿由 90 万吨改扩建至 500 万吨/年，新增产能 410 万吨/年，通过关闭其他

煤矿方式进行产能置换，置换产能指标 410 万吨/年。其中，2020 年关闭退出山西阳

泉市南庄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能 200 万吨/年，拟申领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折算

产能指标 60 万吨/年；2019 年关闭退出阳泉煤业集团公司三矿，产能 350 万吨/年，

不申领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折算产能指标 350 万吨/年。

二、价格指数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价格指数(点)

(2019 年 第 26 期 总 307 期)

指数名称 本期 环比 增幅

1.综合指数 139.79 0.01 0.01%

2.动力煤 120.95 0.81 0.67%

下水煤 107.33 0.82 0.77%

直达煤 139.52 0.06 0.04%

3.炼焦用精煤 172.86 -1.14 -0.66%

焦煤 169.08 -0.33 -0.19%

肥煤 177.46 0.00 0.00%

贫瘦煤、瘦煤 169.74 -5.28 -3.02%

4.喷吹用精煤 158.88 0.00 0.00%

5.化工用原料煤 115.65 -0.53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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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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3 -112 -0.96% -394 -3.30%

发运量

（万吨）
82.18 -0.88 -1.06% -2.80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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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0.24 -3.89% 6.16 5.87

潞安环能 8.00 -0.35 -4.19% 8.39 7.96

阳泉煤业 5.45 -0.51 -8.56% 5.71 5.41

大同煤业 4.48 -0.17 -3.66% 4.68 4.44

兰花科创 6.86 -0.62 -8.29% 7.20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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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 8.52 -0.23 -2.63% 8.95 8.38

美锦能源 9.57 -1.34 -12.28% 10.87 9.26

山煤国际 6.07 0.33 5.75% 6.47 5.69

*ST 安泰 2.55 0.01 0.39% 2.67 2.42

本期（7 月 3 日-9 日）山西省煤炭类股票价格普遍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是美锦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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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0 -16.8 -2.80% 599.4 581.4

焦煤

1909
1384.0 -16.0 -1.14% 1403.5 1360.5

焦炭

1909
2119.0 8.5 0.40% 2160 2090.5

铁矿石

1909
880.5 -19.5 -2.17% 911.5 816.0

螺纹钢

1910
4042.0 -11.0 -0.27% 4098.0 3967.0

本期（7 月 3 日-9 日）郑煤及黑色系期货主力品种合约普遍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

是郑煤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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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5 0.67% -2.71%

鄂尔多斯混煤指数(元/吨) 354 0.57% -5.35%

陕西动力煤指数(点) 164.1 -0.67% 4.26%

CCTD 秦皇岛 5500

综合交易价（元/吨）
581 0.17% -0.85%

本期 CCTD 秦皇岛 5500 综合交易价、中国太原动力煤指数、鄂尔多斯混煤指数环

比延续上涨态势，涨幅分别为 0.17%、0.67%、0.57%；陕西动力煤指数环比下跌 0.67%。

下游电厂日耗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库存居于相对高位，电企对市场煤采购意愿不强，

少量补库以拉运长协煤为主。近期北方港口发运持续倒挂，煤矿及贸易商发运积极性不

高，加之部分产地汽运治超限载政策持续实施、煤矿发运不畅，港口调入量明显下滑，

部分优质资源供应偏紧，价格持续小幅上涨。国内动力煤市场走势分化，价格涨跌互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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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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1.1 -14.6

日均库存量(万吨) 1837.6 54 320

平均可用天数(天) 29.8 1.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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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5 14.5

黄骅港 153 -9.7

京唐港 406.9 -4.5

国投京唐港 224 -4

曹妃甸港 395.6 38.6

合 计 1753.0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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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 202.9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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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4 -97.91

秦皇岛-广州港

(5-6 万吨船舶)
27.1 -3.8

秦皇岛-上海港

(4-5 万吨船舶)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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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 0 -75

澳洲 665 0 -95

5000
山西 580 0 -110

澳洲 580 0 -110

4500 内蒙古 530 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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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冶金煤
1、行业资讯

冶金煤行业资讯

1

由山西焦炭集团投资建设的年产 500 万吨焦炭及焦炉煤气高端综合利用项

目正式签约。该项目选址在介休市，总投资 80 亿元，规划占地 2000 亩，分三

期建设。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20 亿元，创造利税 15 亿元。

项目采用国内最领先的焦炉技术，具有焦炭产量大、用地规模小、经济效益

好、自动化程度高、节能环保等优点，将大大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获

取清洁能源。

2

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即将全面启动。设立 8 个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分别负责对上海、福建、海南、重庆、甘肃、青海等 6 个省(市)和两家

中央企业开展督察进驻工作。进驻时间约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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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6 -0.66% 2.61%

太原喷吹用精煤指数 158.88 0.00% -0.78%

内蒙古西部焦煤指数 920 -1.81% -5.26%

陕西配焦精煤指数 222.7 -2.67% 17.83%

CCTD 唐山主焦煤价格 1505 -1.95% 5.99%

山西地区炼焦用精煤市场弱势运行，吕梁、晋中、临汾地区主焦煤，晋中、长治、

运城地区瘦煤及贫瘦煤价格均有回落。

内蒙古西部焦煤市场持续走弱，大型煤焦化企业焦炭价格下降 100 元／吨、焦煤

外购价格下降 20 元／吨。

陕西配焦精煤市场持续走弱，配焦精煤均价 924 元/吨，环比下跌 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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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材
本期黑色系期市弱势下跌，钢坯价格波动调整，钢材现货报价普遍回落。市场心态较弱，

商家多以清库为主，部分品种低价货源成交尚可，下游需求总体不旺，钢厂库存不断累积。

7 月 8 日 MySpic 钢材价格指数 145.95 点，环比下跌 2.37 点，跌幅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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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33 -3.25%

准一级 1848.33 -3.57%

二级 1775 -3.53%

铁路

一级 2032.16 -3.40%

准一级 1895.26 -3.43%

二级 1823.63 -2.97%

本期山西地区焦炭市场延续弱势，钢厂第三轮提降 100 元/吨，焦企逐步落实。焦企

利润持续萎缩，基本到达盈亏点边缘，下游钢厂采购意愿不强，焦企新单欠佳，焦炭库

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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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 -10

澳洲 A9V26S0.4G87 1590 -50

俄罗斯 A11V20S0.3G83 1380 -30

加拿大 A9.5V25S0.45G80 1460 -30

1/3

焦煤
山西 A11V35S<1G75 1410 0

本期京唐港外贸炼焦煤市场价格持续走弱，澳洲同品质进口焦煤价格较内贸主焦煤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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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5 -0.46% -10.82%

2、尿素

尿素价格(元/吨)
地区 主流出厂价 环比

山东 1890-1910 -10

山西 1795 -25

河南 1890-1910 -15

河北 1870-1920 0

本期尿素市场下游需求区域性差异明显，部分地区下游用户采购不积极，企业销售

不畅，价格继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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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醇

甲醇价格(元/吨)
地区 主流出厂价 环比

山东南部 2100-2120 -10

山西南部 1900-1920 50

石家庄 1950-2000 -15

广东港口 2290-2300 -200

本期甲醇市场下游开工率偏低，需求有限，企业成交一般，多地价格延续下跌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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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V5-6S≤0.5 中块 1043 -20 车板

焦作
A≤15V≤8S0.4-0.5 洗中块 1140 0 车板

A≤14V≤8S0.4-0.5 洗小块 1130 0 车板

永城 A12-15V8-10S0.5 洗中块 1240 0 车板

六盘水 A10-12V<8S0.9 小块 1340 0 坑口

万寨港
A13V7S1 洗中块 1210 -35 平仓

A13V7S1 洗小块 1145 -35 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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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化肥化工行业原料煤需求不强，企业普遍继续执行按需补库策略，叠加民用块

煤需求转弱，国内无烟块煤市场运行偏弱，部分地区出货略显压力，价格小幅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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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 386 28.5%

好望角型指数(BCI) 3346 858 34.5%

巴拿马型指数(BPI) 1665 379 29.5%

超灵便型指数(BSI) 820 3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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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 1.81

印尼塔巴尼奥→中国广州

(5 万吨)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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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8 4.1

理查德港 6000 65.4 0.45

欧洲ARA港 6000 53.9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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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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景矿 A10V21S0.5G85 196.4 -2.8

(交易中心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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