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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12 日，国内炼焦煤市场持稳运行，下游企业炼焦煤库存低位，焦化厂焦炭

价格传上涨消息，市场炼焦煤价格基本回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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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V24S0.7G80-83Y17-1

9M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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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势下跌，收 674 跌 1.46%，缩量减仓。

【动力煤】12 日，国内动力煤市场平稳，成交一般。市场筑底呼声偏高，伴随神华与

中煤低热值煤种价格回调，市场企稳预期增大，动力煤市场有望在低卡煤的拉动下呈现筑底

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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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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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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国内无烟煤市场稳定运行。目前国内无烟煤价格比较稳定，但是销

售不畅，成交清淡。

山西：作为无烟煤市场风向标的山西省整体平稳。晋城沁水 7000 大卡无烟中块 700 元/

吨，晋城高平 6000 大卡无烟末煤 500-550 元/吨，晋城 7500 大卡无烟洗中块 800 元/吨，均

为车板含税价。阳泉郊区 5500 大卡无烟末煤车板含税 220 元/吨，阳泉洗中块 7000 大卡车

板含税 600 元/吨，阳泉洗小块 7000 大卡车板含税 580 元/吨。

河南：河南无烟煤保持平稳，焦作 6800 大卡无烟洗小块 900 元/吨，洗中块 850 元/吨，

车板含税价。永城 5500 大卡以上无烟末煤 680 元/吨，7000 大卡无烟洗小块 900 元/吨，70

00 大卡无烟洗中块 950 元/吨，车板含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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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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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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元/吨，A16 无烟煤日照港

提货价 410 元/吨。

【喷吹煤】12 日，国内喷吹煤市场整体弱稳运行，价格暂稳，钢厂采购心态较清淡，

成交较低迷，价格看跌气氛仍较浓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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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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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5V14-17 报 CFR 不含税

77-78 美元/吨。

【焦炭】12 日，国内焦炭现货市场盘整运行，华北、华东等焦炭主要产区交投氛围有

转好迹象；因无库存压力，个别厂家焦价有提涨诉求出现；下游钢厂方面受需求不振影响有

走弱迹象，现对焦炭采购持理性谨慎态度；宏观方面暂无新的利好消息出现，市场信心受今

日期货大跌影响有重新走弱迹象，明日关注政府“1-4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 月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发布对市场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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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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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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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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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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跳水，收 915 跌 1.88%，缩量减仓。

【海运】12 日干散货海运市场小幅走高，铁矿石成交活跃度升温推动海岬型船反弹上

涨。目前巴西至青岛港运费 10.855 美元/吨，涨 0.140 美元/吨（15-18 万吨）;西澳至青岛

港运费 4.868 美元/吨，涨 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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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I578 涨 4，

BCI660 涨 44，BPI586 跌 8，BSI617 跌 1，BHSI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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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