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炭信息交易网 13日煤市行情日报

www.meitanwang.com

【炼焦煤】13 日，国内炼焦煤市场运行平稳，云南师宗炼焦煤采购价降 10 元/吨，主

流煤价无明显波动，市场成交一般。国内主流炼焦煤价格参考行情如下：华北地区，山西临

汾安泽主焦精煤承兑出厂含税 680 元/吨；山西临汾蒲县 1/3 焦煤出厂含税 570 元/吨；山西

晋中灵石肥煤 A<8V<33S1.5G90Y>20 车板含税价 600 元/吨。华中地区，河南平顶山主焦煤报

900，1/3 焦煤报 820，均为出厂含税价。湖南娄底主焦煤 A7V24S0.7G80-83Y17-19MT7 车板

含税价 1000 元/吨，包括 20 的保量加价。华东地区，山东地区临沂地区主焦煤 A<10V<22S<

1.2G>80 到厂含税 850元/吨；枣庄地区肥煤 A<9V<37S<2Y>25G>90Mt8出厂含税报 760元/吨。

淮北主焦煤 A11V20-22G80-90S0.5 报 760 元/吨，1/3 焦煤 S0.3A9.5G65-80V29-31 报 700 元

/吨，肥煤报 720 元/吨，均为车板不含税价格。淮南 1/3 焦煤车板不含税 745 元/吨。东北

地区，黑龙江建龙钢铁采购 1/3 焦 610-690 元/吨，气煤 560 元/吨，瘦煤 670 元/吨，均为

到厂含税价。西北及西南地区：贵州六盘水盘县大矿 A10.0-10.5 的主焦煤和 1/3 焦煤车板

含税价 865 元/吨；四川达州 1/3 焦煤（西南用户）A10.5V28-37S0.7G>85Y14MT<7 车板含税

价 870 元/吨。乌海中硫肥煤 S1.5A10.5G90V32Y25 出厂含税价报 450 元/吨。青海地区炼焦

煤 A<7V<30S<0.3G>70MT4-8 木里站车板价 460 含税，轨道衡计重。期货方面：焦煤 1509 弱

势震荡，收 675.5 跌 0.3%，缩量减仓。

【喷吹煤】13 日，国内喷吹煤市场继续维稳运行，市场仍偏弱，近日钢市延续回落态

势，下游需求清淡，大矿销售压力凸显，价格下跌预期仍较强。各地区喷吹煤参考价格如下：

山西阳泉无烟喷吹煤车板含税价 635 元/吨，晋城无烟喷吹煤出厂含税价 620 元/吨，长治双

11 瘦煤喷吹煤车板含税价 640 元/吨；河北唐山无烟喷吹煤到厂含税价 620 元/吨；河南永

城无烟喷吹煤车板含税价 730 元/吨，焦作无烟喷吹煤车板含税价 685 元/吨；安徽宿州喷吹

煤车板含税价 690 元/吨；宁夏石嘴山无烟喷吹煤双 12 出厂含税价 445 元/吨；贵州六盘水

无烟喷吹煤车板含税价 750 元/吨；曲靖无烟喷吹煤出厂含税价 650-670 元/吨。港口喷吹煤

参考价格如下：京唐港无烟喷 A9V11-13CFR 不含税价 85-86 美元/吨；日照港无烟喷双 11

港口提货价 780-800 元/吨。钢厂喷吹煤采购价参考价格如下：首钢无烟喷吹煤到厂含税价

730-740 元/吨；河钢无烟喷吹煤到厂含税价 750 元/吨；包钢无烟喷吹煤到厂含税价 625-6

30 元/吨；邢钢无烟喷吹煤到厂含税价 570 元/吨；酒钢无烟喷吹煤到厂含税价 709 元/吨；

武钢瘦煤喷吹煤到厂含税价 800 元/吨；昆钢无烟喷吹煤干基到厂含税价 844-850 元/吨。进

口喷吹煤参考价格如下：俄罗斯双 10 无烟煤喷吹煤 CIF90 美元/吨；澳大利亚瘦煤喷吹煤 A

10.5V14-17 报 CFR 不含税 77-78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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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13 日，国内动力煤市场平稳，成交一般。目前下游整体需求并未出现明显

回暖，在缺乏需求强有力的支撑下，煤价反弹压力仍比较大。

港口：秦港动力煤 Q5500 报 405-410 元/吨，Q5000 报 340-345 元/吨，Q4500 报 310-31

5 元/吨，平仓含税价，成交一般；广州港动力煤维稳，内贸煤山西大混 Q5000V27S1.1 船提

价 450 元/吨，成交一般。上海港动力煤市场弱势维稳，现 Q4000-4500A21V17S＜1.5MT8 港

口提货含税价报 415 元/吨。宁波港 Q5000 港口提货含税价报 470 元/吨。

华东：山东济宁大矿 Q5000-5200 混煤车板含税价报 430 元/吨；安徽地区大矿 Q5000

车板含税 500 元/吨；江苏徐州大矿 Q5000-5200 混煤车板含税价报 459 元/吨。

东北：黑龙江七台河 Q5000-5200 动力煤出厂含税价 500 元/吨；辽宁阜新 Q3600-3700

动力煤坑口含税 310 元/吨。

华北：山西太原地区动力煤市场弱势维稳，现 Q5000，A18，V17，S<1.5，Mt8 车板含税

价 315 元/吨，一票结算。河北张家口地区动力煤市场平稳，现 Q4000V28~32S0.5 到厂价含

税价格 240 元/吨，成交一般。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动力煤价格持稳，Q4500A7.5V35S0.3MT

28 坑口含税价报 145 元/吨。

西南：云南曲靖动力煤市场出货较紧，现 Q4500 报 500 元/吨，Q5000 报 540 元/吨，均

为车板含税价。四川乐山动力煤市场维持弱势，Q3000A52V16S0.2 出厂含税价 280-300 元/

吨。贵州毕节动力煤市场稳，Q5000S3 坑口含税价 350-360 元/吨。

西北：陕西铜川地区动力煤市场持稳，混煤 Q5000A18V38S1MT10 坑口含税价 315 元/吨，

成交一般。新疆哈密地区动力煤市场报价稳，现 Q6600mt6V35S0.3 坑口含税报 200 元/吨，

市场成交差。甘肃平凉地区动力煤价格持稳，现电煤 5000 大卡报 350；精块煤 5500 报 530，

均为安口南车板含税。

【无烟煤】13 日，国内无烟煤市场弱稳运行，各大煤矿销售一般，面临煤炭消费淡季，

部分大型煤企再次降价促销，煤价相对来说处于弱势下行的地位。

山西：该地区目前无烟煤价格相比 4 月份价格来说有所下调，目前阳泉地区洗中块 Q70

00s＜1v12A15 报价坑口含税 600 元/吨，洗小块 Q7000s＜1v12A15 报价坑口含税 580 元/吨，

无烟末煤 Q5500s0.8～1.2v9～12 报价坑口含税 220-24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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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作为该地区的风向标，永城地区无烟煤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据悉近期，永城无烟

煤将要有所下调。目前永城洗中块 A＜15V＜10Q＞7000S＜0.5 车板含税挂牌价报 1040 元/

吨其中(s0.7v12.7)优惠后 995 元/吨，无烟末煤 V＜10Q5500-5800S<1.0 报价 750 元/吨；焦

作地区洗中块 V＜7Q＞7000S＜0.5(25-80mm)挂牌价报价 1025 元/吨其中（25-80mm）重点 1

005 元/吨，优惠 990 元/吨。

河北：河北无烟精末走量良好。邢台 6000 大卡无烟洗中块 800 元/吨，6500 大卡无烟

洗小块 800 元/吨，5500 大卡无烟末煤 700 元/吨，均为车板含税价。邯郸 6000 大卡无烟洗

小块 1050 元/吨，5800 无烟洗精煤 770 元/吨，均为车板含税价。

西南：西南地区无烟煤市场弱势运行，煤矿开工积极性低迷。安顺 6800 大卡无烟中小

块 750 元/吨，7000 大卡无烟中小块 750 元/吨，以上均为坑口含税价；5000 大卡中硫无烟

末煤出矿含税为 360 元/吨。毕节大方 6500 大卡中硫无烟大块车板含税 700 元/吨；金沙 65

00 大卡中硫无烟中块车板含税价 700 元/吨。贵阳 6500 大卡无烟中小块站台含税 900-1000

元/吨。黔南州荔波县 6000 大卡中硫无烟末煤坑口含税 600 元/吨。四川宜宾 5000 大卡中硫

无烟末煤出矿不含税为 450 元/吨。

宁夏：宁夏无烟市场维稳，石嘴山无烟洗大块 A8S0.2FC80Q7700 车板含税价为 830 元/

吨。

进口无烟煤方面：江苏连云港地区无烟煤价格持稳，现 Q5800A15V5S0.4FC75 报 420-43

0 元/吨，港口自提含税价。朝鲜无烟煤:A13 丹东港平仓含税 420 元/吨，A16 无烟煤日照港

提货价 395 元/吨。

【进口煤炭】13 日进口煤炭市场弱势运行，成交一般。今日唐山港-Mysteel 进口焦煤

指数（MTI）报 716 元/吨，平。目前澳洲二线焦煤北方港提货价 730-750 元/吨，一线焦煤

北方港提货价 750-780 元/吨，瘦煤北方港提货价 680-720 元/吨；加拿大焦煤北方港提货价

750-780 元/吨；美国高硫气煤北方港提货价 640 元/吨；甘其毛道口岸主焦原煤提货价 440

-450 元/吨，策克口岸马克 B煤现汇 220 元/吨。朝鲜 A12 无烟煤京唐港提货价 435-440 元/

吨；俄罗斯无烟喷吹煤 A10V12S0.8CFR 报价 94-95 美元/吨左右；澳洲低挥发喷吹煤报 CFR8

5-86 美元/吨。印尼 Q3800 报 32-33 美元/吨 FOB，Q4700 报 45-46 美元/吨 FOB；澳洲 5500

大卡动力煤报 46-47 美元/吨 F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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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13 日，国内焦炭现货市场持稳运行，主要产区交投氛围良好，厂家稳价走货

为主；受数据低于预期影响，今钢材市场价格微降，钢厂对焦炭采购持谨慎观望态度；且受

数据不及预期影响，期货尾盘走低，后市多空分歧较大，操作建议谨慎观望。兰炭方面，国

内主流市场价格继续持稳，神府地区主流价格为：大料中料 450-460 元/吨；小料 420 元/

吨；焦面 220-240 元/吨，均出厂含税价。

国内主流焦炭价格参考行情如下：山西地区焦炭市场现二级主流价格为 700 元/吨，准

一级 730-750 元/吨，均为出厂含税价,一级焦出厂含税价 770-800 元/吨；河北邯郸地区二

级冶金焦 780-800 元/吨，邢台准一级 820-830 元/吨，唐山二级焦炭 850-870 元/吨，准一

级 910-950 元/吨，均为到厂含税价；华东地区焦炭市场现二级主流报价 810-840 元/吨，准

一级 860-900 元/吨，均为出厂含税价；河南安阳地区现准一级报 810-830 元/吨；平顶山现

二级焦报 850 元/吨，准一级 870 元/吨，以上均为出厂含税价；东北地区焦炭市场现主流二

级 990 元/吨；准一级 1000-1020 元/吨；以上均为到厂含税价。期货方面：焦炭 1509 震荡

下行，收 913.5 跌 1.08%，缩量减仓。

【海运】13 日干散货海运市场继续回暖，海岬型船领涨市场但涨幅有限。目前巴西至

青岛港运费 11.152 美元/吨，涨 0.297 美元/吨（15-18 万吨）;西澳至青岛港运费 5.032 美

元/吨，涨 0.164 美元/吨（15-18 万吨）；南非至青岛港运费 7-8 美元/吨（15-18 万吨）；

伊朗至青岛港运费 13-14 美元/吨（2-3 万吨）。指数方面，BDI589 涨 11，BCI731 涨 71，B

PI583 跌 3，BSI619 涨 2，BHSI327 跌 1。东南亚地区船运活动冷清，目前印尼至中国南方港

口运费 3-4 美元/吨（7-8 万吨）；5-6 美元/吨（5-6 万吨）。

（煤炭信息交易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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