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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需求高峰临近，市场

对煤价后期走势依然有不同

看法，终端是否有进一步补库

需求、港口是否有足够库容、

华东地区企业利用期货工具

的情况等成为关注焦点。鉴

于此，10月 14—19日，郑商

所主办、期货日报承办了

“2018年长江沿线港口及电

厂动力煤调研”活动。

2017 年年底 2018 年年初，动力煤供应紧
张，价格大幅上涨，随后，市场发生明显变化：北
方主要港口、长江沿线港口动力煤库存逐步累
积，消费企业库存也增加至高位，加上贸易商囤
货待涨、电厂提前补库，市场出现“旺季不旺、淡
季不淡”的现象。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上述现象是由多种
因素造成的，比如长协制度保障、电厂采购提
前、水泥建材行业用煤量增加等。

国家发改委协调煤矿、铁路、电力三方，其
共同促成的煤炭长协保供措施在取得了显著
成效，不仅煤矿履约率保持高位、铁路保障总

体完善，而且电厂长协份额普遍增多。记者在
调 研 中 了 解 到 ，目 前 ，电 厂 的 长 协 比 例 在
30%—50%，代表性的央企集团能达到 70%以
上，一定规模的贸易型企业也能享受 20%以上
的长协煤。

就电厂本身而言，在经历了2017年夏季库
存紧张、旺季北上抢煤的“痛楚”，其更加重视电
煤采购，加强了对采购节奏的控制。据华东一
家大型电厂工作人员介绍，沿海几大电厂补库
时间明显前移，2018年两个传统旺季的前一个
月，即4月和9月便补货完毕。位于江苏的另一
家国企电厂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他们从夏季尾

端就开始着手为年底旺季做准备，9 月时库存
就已达到高位，目前库存超过 25 天，再加上每
月长协煤的有效保障，四季度不存在太大的采
购压力。

事实上，沿海电厂提前补库是传统淡季购
买力不降、传统旺季采购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
因。除此之外，2018年水泥建材行业的用煤量
增加，而这缘于行业利润良好。除了高利润，水
泥企业还有按月按量采购煤炭、正常情况下很
少停炉的生产特点，以致于2018年水泥企业对
原料煤炭的价格上涨并不抵触，其对煤价四季
平稳、淡季不淡作出了贡献。

2018年煤炭市场格局发生变化A

期货日报记者从太仓港、如皋港等港口处
获悉，煤炭社会库存有从坑口到海港、由海港
南下往沿江（长江）转移的趋势，且沿江贸易有
可能成为煤炭市场未来的必争“之地”。

据江苏锦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商品策略
部经理毛隽介绍，2018年两度出现海港库存降
而江内库存增的现象，且沿江库存始终保持高
位。2016年以来，北方煤炭贸易商面临供给侧
改革带来价格波动、北方港口疏港、长协煤及
专用场地挤占等多重不利因素，贸易经营困
难，南下求生是被迫之举。同时，进口煤限制
给了南方贸易商开展北煤南运、海进江贸易的
商机。此外，内陆煤炭消费增长也使沿江贸易
焕发更多的活力。

“这里的贸易流向主要是两湖一江和江浙
皖内陆河网、铁路网所及的地区，其中沿长江
主航道往上游的发运比例占一半以上。”长江
沿线港口相关负责人认为，2019年蒙华铁路通
车，该铁路线将成为煤炭南下的大动脉，预计
至少带来 1亿吨的江内贸易量，煤炭市场格局
将再次改变。

年初以来，国内环保形势趋严，环保督查
的力度、频度以及范围都在加大，对企业的要
求也更加严格。环保部门要求煤矿在坑口堆
煤场加装防尘网及其他环保设施并持续督导
执行，这一方面减少了可堆存空间，另一方面
增加了生产成本，尤其是前期负债较高的煤

矿，增加的成本可能会吞噬当前微薄的利润，
于是企业尽可能压缩坑口煤炭堆存量，通过控
制生产节奏、转移至北方港口、销售给贸易商
等方式来减少坑口库存。

煤炭运销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 9月
底，煤矿的煤炭库存合计为 5650万吨，环比减
少150万吨，同比减少950万吨，煤矿库存呈现
持续下降趋势。其中，9 月底，国有重点煤矿
库存合计为 2614.15 万吨，同比减少 151.44
万吨。

一方面是煤矿库存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港
口和电厂库存的增加。Mysteel和煤炭运销协
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18日，主要港口
煤炭库存达到 5420.3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006.9万吨；沿海港口煤炭库存达到 4453.3万
吨，较去年同期增加807.1万吨。其中，北方港
口 和 南 方 港 口 煤 炭 库 存 为 2323.1 万 吨 和
3097.2 万吨，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 359.5 万吨
和647.4万吨。

“港口煤炭库存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说
明煤炭从煤矿转移至港口，而北方港口库存同
比增量小于南方，则说明库存在进一步转移并
接近终端用户。”中信建投期货工业品部负责
人张贵川表示，目前，长三角港口煤炭库存同
比增加 542.1 万吨，至 1724 万吨，增量同样大
于北方港口，也印证上述观点。电厂煤炭库存
的增加说明库存进一步向终端转移。Mysteel

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9 月底，电厂煤炭库存
达到756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345万吨，增
幅为21.94%。

据张贵川介绍，中秋节至今，长江沿线主
要港口和电厂煤炭库存进一步累积。从调研
的情况看，驱动沿江港口和电厂库存累积的因
素主要有：电厂错峰采购、贸易商赌涨、库存被
迫转移、东部沿江电厂日耗下降、进口存在变
数以及进博会预期。

长江沿线港口煤炭库存普遍较高，虽然目
前较上半年最高水平有所下降，但库存已经达
到库容的60%—80%，后期新增库存有限。

“港口库存中，除少数港口已经将较高比
例的煤炭销售给电厂，其余港口的多数煤炭为
贸易商库存。由于当前长江沿线港口煤炭价
格与北方主要港口煤炭价格形成倒挂（长江港
口价格=北方平仓+海运费+港杂+合理利润），
贸易商囤货待涨的心态浓厚。”华能太仓港务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吕小伟说。

值得注意的是，华东沿江电厂（浙江及江
苏地区为主）的日耗下降，煤炭需求也是长江
沿线港口库存和电厂库存增加的因素之一。
沿江电厂日耗下降受到消费季节性和政策的
影响。经历了夏季用电高峰，长江中下游均进
入用电淡季，浙江及江苏用电需求降低。目
前，上述地区火电厂的负荷都不高，煤炭日耗
整体走低。

社会库存有向南沿江转移的趋势B

此次长江沿线港口和电厂调研，正值国家
发改委收紧进口煤政策预期增强和上海进博会
临近的时间节点，市场对进口政策的变化和进
博会对煤炭市场的影响较为关注。

进口方面，1—9 月，国内共进口煤及褐煤
2.29 亿吨，同比增长 11.8%，为落实发国家改委
确定的 2018 年煤炭进口总量不超过 2017 年的
目标，四季度的进口总量在 4194 万吨，相当于
10—12月月均进口1398万吨，较9月的2514万
吨减少1000多万吨，市场担忧进口煤政策收紧
后会造成电厂煤炭供应的紧张。

调研中期货日报记者发现，沿江主要电厂
受到的影响可能不大，部分电厂年内都在有意
识地控制进口量，例如以 2017 年为基础，执行

不超过90%的进口量，后期仍然有足够的额度；
部分电厂此前主要采购朝鲜煤，在加大对朝鲜
煤进口的限制后，进口就基本停滞，后期也不存
在额度不足的问题。即便电厂额度不足，如确
有需要，则可“一事一议”，申请额外额度。电厂
在进口时受到的限制更多在于通关时间被
延长。

“沿江主要电厂受进口煤政策的影响并不
大，前期对进口政策收紧的预期被放大。”一位
煤炭行业人士说。

据悉，进博会将于 11 月 5—10 日在上海举
行。市场普遍认为，进博会将对电厂及沿江煤
炭运输造成冲击。但从调研的情况看，实际影
响可能有限：一是因为沿江主要电厂及港口煤

炭运输汽运极少，主要依赖水运，且政府当前并
未下达任何相关的正式文件；二是因为港口和
电厂库存较高，而进博会会期较短，就算限制运
输也不会对市场造成冲击；三是因为前期贸易
商累库，进一步补库的动能减弱。除非出现特
殊情况，否则进博会对煤炭市场的影响非常
有限。

同时，记者调研时也了解到，为应对进口
煤政策收紧、进博会对煤炭采购和运输产生的
影响，很多贸易商和电厂在国庆节前后进行了
主动补库，这也造成近期长江沿线港口和电厂
库存增加。另外，水泥厂虽然对煤炭需求旺
盛，但因堆存能力有限，其煤炭库存只维持一
周的用量。

进口收紧和进博会影响或被放大C

毛隽向期货日报记者道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
为，提前采购模式及用电地域西移是煤炭供需格局发
生改变的两大原因，也是造就 2018 年动力煤市场“高
库存贯穿全年”及“淡季不淡、旺季不旺”的主要原因。
供需总体平稳的格局下，政策面变化对煤价行情启动
具有决定性影响。2018 年年初和 4 月之后，政策限制
都较为严格，在平控措施制约下，四季度大概率面临进
口配额不足的问题，而配额问题可能导致进口受限，进
而提振价格。

“进口被限制，国内供应还存在一定缺口，煤炭价
格将上涨。”不过，一位行业人士补充说，2018年动力煤
库存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下游电厂针对动力煤进行错
峰管理，采取淡季补库、旺季观望的策略，在长协煤的
保障下，2018年的煤价很难出现去年那样的翘尾行情，
涨幅将放缓。

华东某电厂工作人员认为，2018 年的行情不如
2017年，一方面是政策调控导致市场变化，另一方面是
环保压力导致需求减少。前期电厂全力补库，进入 11
月就能采购长协煤，待到 2019年 1月进口额度便会恢
复，进口煤会带来供应端的压力，预计煤炭价格上行空
间有限，四季度大概率平稳运行。

在张贵川看来，长江沿线港口和主要电厂煤炭库
存均被累积至较高水平，多数电厂可用库存高于 20
天，考虑到后期长协煤的稳定采购，电厂足以应对即将
来临的消费旺季；贸易商在进口政策收紧及进博会影
响下提前补库待涨，后期进一步补库的动能不足，这就
限制了上涨空间。与此同时，中西部火电厂、长江沿线
水泥等行业对煤炭的需求良好，贸易商不急于出货将
对市场形成有效支撑，煤价也缺乏大幅下跌的动力。
因此，煤炭市场短期将呈现高位振荡走势，预计1月合
约年底前在 630—680元/吨的区间内徘徊。其间要密
切关注贸易商情绪转变，并紧盯2019年进口政策和天
气的变化。

煤炭价格后期走势看法不一D

2018年煤炭市场“旺季不旺、淡季不淡”
电厂主动寻求期货工具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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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研，走访对象涵盖电厂、港口及贸易商，其
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整体对期货市场持肯定态
度，并认为近几年动力煤期货在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
方面的功能逐步得到有效发挥。

价格发现方面，在动力煤上市之初，期货价格跟随
现货价格变动，尤其是在国内大型煤矿调整报价的情
况下，期货价格会出现较大变动，但近几年，随着市场
规模的增大、参与群体的增多，现货价格的调整步伐逐
步跟随期货价格，期货价格成为现货市场定价的参考。

保值方面，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最主要模式是淡
季低价时通过期货市场建立虚拟库存，旺季高价高库
存时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库存保值。调研中，期货日报
记者获悉，部分国有企业经营理念不断完善，对期货市
场的认识不断深入，他们使用期货进行保值取得了理
想的效果。

华东某大型电厂期货部门负责人谈及近几年在期
货市场上套保的经验时说：“大型电厂参与期货套保具
备体量大、接货能力强和资金充裕的优势。如果将套
保作为一种电厂的采购渠道，那么就是帮助企业完成
发电利润目标的一种安全保障。这项工作的关键是企
业领导对套保的认可与支持，需要在期现一盘棋的角
度下考虑。”

据悉，该企业每年将电煤采购总量的 20%设为上
限，开展套保。当期货多单赚钱时，说明煤价在上涨，
意味着现货面临更多的亏损，不值得庆祝；当期货多单
亏钱时，说明煤价在下跌，意味着现货采购成本下降，
有更多的盈利，反倒值得高兴。带着这种先进的理念
和务实的套保态度，当期货价格低于购买目标线后，他
们即在20%的总量控制下买入套保。

据华东另外一位电厂负责人介绍，他们在日常工
作中将动力煤买入套保看作是库存管理的一部分，即
通过线上（期货）和线下（现货）的结合，灵活运用这种
类似云采购的方式进行库存的科学管理。

调研结束后，不少调研队员人表示，华东企业利用
期货进行套保的理念很超前，经验也很丰富。民营贸
易企业也通过动力煤期货，实现了较好的保值效果。
南通绿洲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殷宝林
表示，相比不利用期货工具的企业，利用期货工具的企
业在贸易过程中显得更加从容。2017年，企业囤积了
一部分动力煤现货，伴随着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在有
较高利润的情况下，通过卖出动力煤期货合约锁定利
润。之后，动力煤期货和现货价格都出现上涨，但由于
仅对一部分现货进行了利润锁定，且当时现货价格上
涨幅度明显大于期货，最终的结果是企业期货账户产
生一定亏损，但现货市场的盈利足以对冲期货账户的
亏损，整体实现了保值效果。

“2018年，我们调整了保值思路，在价格较低时在
期货市场提前买入，然后逐步累库，这样，累库过程中
就不用担心煤价快速上涨。”殷宝林说。

不过，记者发现，由于某些国有企业所属上级部门
对期货套保的认识不到位，其就禁止企业参与动力煤
期货。从经营的角度出发，企业的确需要期货工具规
避风险。这时，可以与期货公司子公司合作间接开展
套保业务。例如，11月中旬时，企业考虑在次年1月采
购一批动力煤现货，如果在 11 月中旬就采购，价格是
合适的，但等到次年1月再采购，价格可能出现较大涨
幅，由于企业无法直接参与期货市场，其可以与期货公
司子公司签订现货采购合同，由期货公司子公司在期
货市场买入期货合约，然后到了次年1月，通过交割的
方式接货，随后再将接到的现货转售给企业。这样一
来，对企业来说，相当于利用了期货的保值功能，实现
了保值目的。

调研对象对期货持肯定态度E

图为调研人员在太仓港堆场鉴定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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