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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持续下降，煤炭难以止跌

本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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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动力煤 ZC2105合约继续建议背靠 650元/
吨附近逢高布空，止损参考 10/吨回撤动态

止损策略，保守者建议观望为主。

利多因素：

 在确保岁末年初煤矿安全形势稳定的前提下，安监部门将

加大煤矿安全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煤矿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部分煤矿在春节和“两会”期间也将停产放假，预计部分

煤矿生产将受到制约。

利空因素：

 在全国煤炭安全稳定供应的政策助力下，煤炭主产省区和

重点煤炭企业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按最大能力组织煤炭生

产，加快释放优质产能；

 目前天气逐步转暖，且工业企业年末放假，民用及工业用

电负荷下降，沿海六大电厂日耗随之下降，而电煤库存却

在增加，因此火电负荷和电煤采购减弱；

 港口多降价抛货，但成交稀疏，现货抛压仍然较大；

 新的一年进口通关将放开，因此将有力缓解国内供给偏紧

局面，对当前煤价形成潜在利空。

结论：

综合而言，当前对于煤价的利空因素较为集中，供给端有

保供政策的助力，以及进口煤通关增加的预期，而需求端

却在不断的下降中，电厂日耗下降而库存仍在增加，削弱

电厂的补库行为，港口抛压较大，也可能进一步打压市场。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煤价难以止跌，未来可能关键点还在进

口端的走向上。

不确定性风险：

进口煤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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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1 月份以来，动力煤可谓经历了过山车行情，1月中旬动力煤主力 2105 合约冲上 738 元/吨的高位，随后开

启急跌行情，主要的运行逻辑基本围绕供需矛盾的变化，1 月份以前，因为供给受到进口限制和国内产量释放

不足双重利好，需求则因天气原因非常旺盛，因此价格一路走高。但是随着国内保供政策的助力，以及新进口

煤有望增量的预期下，叠加天气温度升高及年关放假，高位煤价大幅下挫，月内最大跌幅超过 10%。

图 1：ZC2105 盘面走势 图 2：动力煤现货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二、宏观数据/事件

1、消费逐渐爬出疫情泥潭，宏观经济维持增长势头

商务部：2020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1329 亿美元，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 2.3 万亿美元。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2 万亿元，下降 3.9%，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7.5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达

到 54.3%。

中汽协：2020 年，汽车制造业完成营业收入 81557.7 亿元，同比增长 3.4%，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总额的 7.7%。利润方面 ，汽车制造业累计实现利润 5093.6 亿元，同比增长 4.0%，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的 7.9%。销量来看，2020 年国内汽车市场全年累计销量 2531.1 万辆，同比增速收窄至 2%以内，市场恢

复好于预期。

统计局：2020 年 12 月 CPI 升至 100.2，同比增长 0.2%。

交通运输部：2020 年，预计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3.48 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路预计完成投资 2.59 万

亿元，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的 143.8%。

海关总署：“十三五”时期，我国进出口总值达 146.37 万亿元，增长 17.2％。进出口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到

12.8％，进口提升至 11.5％、出口提升至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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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2020 年我国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持续提升，房地产贷款增速持续回落。

总的来看，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进出口外贸表现抢眼，国内经济逐步摆脱疫情影响，总

体向好。

三、动力煤基本面供需分析

1、港口库存与调度

表 1：港口煤炭库存变化情况（万吨）

本期数据 上期数据 去年同期 环比增减 同比增减

秦皇岛港 502 493 423.5 9 78.5

曹妃甸港 287.3 319.4 363 -32.1 -75.7

国投京唐港 121 146 151 -25 -30

京唐老港 76 94 174 -18 -98

广州港 291.7 285.3 0 6.4 291.7

长江口港合计 153 151 408 2 -255

数据来源：Wind，CCTD，中信建投期货

表 2：铁路、港口调度情况（万吨）

本周期均值 上周期均值 去年同期 环比增减 同比增减

秦皇岛铁路到车量 7633 7143 5434 489 2199

秦皇岛港预到船舶 8 11 7 -3 1

曹妃甸港预到船舶 8 13 9 -5 -2

秦港锚地船舶 64 67 20 -3 44

北方五港锚地船舶 235 233 60 2 176

本期值 上期值 去年同期 环比增减 同比增减

运价（CBCFI） 593 913 536 -35.11% 10.62%

运价（OCFI） 658 875 553 -24.85% 18.92%

运价（BDI） 1452 1810 557 -19.78% 160.68%

数据来源：Wind，CCT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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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港口煤炭库存情况（万吨） 图 4：秦皇岛铁路到车量（车）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5：北方港口预到船舶数（艘） 图 6：北方港口锚地船舶数（艘）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7：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 图 8：国内煤炭运价综合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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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差套利

图 9：动力煤 9-5合约价差季节性变化（元/吨） 图 10：动力煤基差季节性变化（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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