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研报★品种月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热线：4008-8787-66                 www.rdqh.com 



                                                                                市场研报★品种月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热线：4008-8787-66                 www.rdqh.com 

                           

郑煤：九月用煤需求淡季，后市期价上行不易 

 
内容提要：  

 

1、国际海运费处于高位运行，终端采购招标价格偏低。 

国内煤库存高位,需求预期仍差，及进口政策仍紧，国际海运费有所上涨，

导致进口煤到岸成本增加，贸易商采购谨慎。 、 

 

2、大秦铁路提前进入秋季检修，铁路发运量或将有所缩减 

为期 25 天的大秦线检修，铁路发运量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少，但是基下

游的高库存，总体对沿海煤炭市场影响不大。 

 

3、后期入秋天气转凉，终端耗煤负荷将进一步下降 

电厂日耗连续中高位，电厂库存高位回落至三个月以来新低，尽管如此，随

着秋天降至，市场补库需求仍难以释放，后市仍不乐观。 
 
策略方案： 

单边操作策略  套利操作策略  
操作品种合约 ZC911 操作品种合约 Z1C911-ZC001 
操作方向 卖出 操作方向 多 11 月空 1月 
入场价区 590-595 元/吨 入场价区 11 元/吨附近 

目标价区 569-574 元/吨 目标价区 21 元/吨附近 

止损价区 597-602 元/吨 止损价区 6 元/吨附近 

 

 

 

风险提示： 

环保限产力度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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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煤：九月用煤需求淡季，后市期价上行不易 
 

8 月份，动力煤期货价格整体弱势震荡。8月份受台风影响，港口作业效率低下，库存有所累计，后续

台风消退后港口调入调出作业恢复正常，整体库存所有回落，立秋过后电厂日秏有所回升，电厂库存达到

三个月来新低，但力度有限，高库存压力短时间内不能缓解。进入 9月份，年度长协、月度长协定价出炉，

市场多以观望为主，等待市场进一步明朗。内蒙部分地区开始对超产煤矿进行煤管票受限发放，对煤价大

幅下跌有一定支撑作用，但鉴于入秋用电需求淡季，预计 9月份动力煤市场行情仍承压，上涨阻力较大。 

--------------------------------------------------------------------------------------------------------------------------------- 
 

第一部分 产业链分析 

   （一）现货市场 
8 月份动力煤现货价格呈现偏弱走势。整个月份，动力煤现货价格跌势较为明显，主要是由于产地煤炭

销售情况一般，港口交投趋向冷清，下游高库存影响。9月份，短时间内高库存仍大概率缓解无力，预计 9

月份动力煤现货市场或呈偏弱行情。截至 8月 26 日，秦皇岛港山西优混 Q5500V28S0.5 平仓价（含税）月

末报 584 元/吨，较上月底跌 9元/吨，跌幅 1.51%。 

 

 

 

（二）产量 
2019 年 7 月份，全国原煤 32,222.70 万吨，同比增长 12.20%，增速比上月高 1.8 个百分点；环比减少

1112.3 万吨，下跌 3.34%。2019 年 1-7 月份全国原煤产量 208,855.40 万吨，同比增长 4.30%。7 月，受煤矿

事故发生影响，主产区安监力度加严，叠加产地煤管票及暴雨等天气影响，导致 7 月煤炭产量环比出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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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三）进出口 
7 月份，中国进口动力煤 965 万吨，环比增加 237.5 万吨，增幅 32.68%；同比增加 191 万吨，增幅 24.7%。

1-7 月份，累计进口动力煤 4733 万吨，同比增加 0.81%。7 月份，中国出口动力煤 45 万吨，环比增加 650%。

1-7 月份，累计出口动力煤 139 万吨，同比增加 3.06%。随着秋季的到来，动力煤需求逐渐减少。若按照 2018

年年底进口煤平控政策要求，预计 8月份煤炭进口量增速有所下降。 

 

   

 

（四）库存 
从目前电厂数据来看，截止 8月 27 日，六大电厂（浙电、上电、粤电、国电、大唐、华能）煤炭库存

总量为 1,642.64 万吨，较上月底减少 115.08 万吨。本月电煤库，由于当前处于电煤消费旺季，电厂日耗

高位，使得电厂库存降低，但目前电厂仍维持长协煤采购，叠加 8月初电厂日耗量不及预期，所以整体库

存还是偏高。六大电厂电煤库存平均可用天数为 22.73 天，较上月减少 6.17 天。8月处于传统消费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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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耗量高位，电煤库存呈现降低，所以可用天数也降低。此外，六大发电集团平均日耗总量为 74.46 万吨，

较上个月增加 8.24 吨，增幅 12.5%。 

 

 
 

截至 8月 27 日，秦皇岛港煤炭总库存为 597 万吨，较上月末减少 7.5 万吨，降幅 1.24%。鉴于传统发

电旺季的用煤需求，8月份动力煤港口库存呈现小幅下降，但港口市场活跃度偏低，下游仍库存高企。 

 
 
 

（五）终端消费 

2019 年 7 月份全国绝对发电量 6573.1 亿千瓦时，前期 5833.9 亿千瓦时，环比增长 12.6%。其中，全

国火力绝对发电量 4562.5 亿千瓦时，环比增长 12.6%；水力绝对发电量 1374.3 亿千瓦时，环比增长 20%；

核电绝对发电量 313.1 亿千瓦时，环比增加 11.2%；风电绝对发电量 249 亿千瓦时，环比减少 17.5%。7 月

份水力发电呈现大幅增加，同时 7月份也是电煤消费旺季，火力发电也呈现大幅增加。 

2019 年 7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5987 亿千瓦时。第一产业用电量 763463 万千瓦时，前期 673951 万千瓦

时；第二产业用电量 46262315 万千瓦时，前期 42377261 万千瓦时；第三产业用电量 11099135 万千瓦时，

前期 9641614 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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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8 月份，动力煤市场整体偏弱运行。立秋过后电厂日秏高位，整体库存所有回落，电厂库存达到三个月

来新低，但力度有限，高库存压力短时间内无明显缓解。9月份传统用煤淡季即将来临，电煤需求季节性因

素支撑作用将有所减弱，居民用电负荷下降，耗煤量将减少，但鉴于 10 月 70 周年大庆前，主产区环保安

检日趋严格，内蒙火工品严格限制，山西环保检查持续，港口流向持续减少，基于到港成本支撑下，煤价

也不可能大跌。操作上，建议采取逢高卖出的策略，风险控制和仓位管理仍是关键。 

 

第二部分 操作策略 

1、中线投资者 

9 月份传统用煤淡季，电煤需求季节性因素支撑作用将有所减弱，居民用电负荷下降，耗煤量将减少，

但鉴于 10 月 70 周年大庆前，主产区环保安检日趋严格，内蒙火工品严格限制，山西环保检查持续，港口

流向持续减少，基于到港成本支撑下，煤价也不可能大跌。操作上建议逢高卖出，ZC911合约可参考在590-595

元/吨区间逢高卖出，止损参考 597-602 元/吨。 

 

2、 套利（跨期套利，期现套利） 

（1）跨期套利：截至 8月 30 日，ZC911 合约与 ZC001 合约价差（近月-远月）为 11.8 元/吨，基于目前

价差仍处于低位，预计 9月份二者的价差或将呈现扩大，可考虑多 ZC911 合约空 ZC001 合约于 11 附近建仓，

止损价差为 6元/吨，目标价差 21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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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现套利:截至 8月 30 日，秦皇岛港山西优混（Q5500V28S0.5）报 580 元/吨，期货 ZC911 合约价

格为 583.4 元/吨，基差为-3.4 元/吨。9月份，鉴于国庆前环保限产影响煤炭供应，动力煤现货大跌可能

性不大，期价方面，鉴于对后市淡季及宏观面预期的情绪不积极，动力煤期价或超跌于现货价格，所以在

-3 元/吨附近做多基差将是较理想的建仓位，止损参考元-13/吨，目标价 17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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