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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振压制油价反弹，供需双弱聚烯烃疲态尽显 

趋势分析 

全球经济实际增速进一步低于预期，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持续扰

动国际油价走势。美油产量屡创新高，OPEC+关于减产的内部分歧仍存，进

一步深化减产的可能性较低，供给整体宽松。全球炼厂利润出现缩减，开

工率下滑，国际油市竞争加剧，全球宏观经济整体低迷压制原油需求预期，

原油供需矛盾依旧尖锐。预计国际油价震荡偏弱。 

 

聚烯烃方面，国内装置检修持续减少，低价货源的进口窗口已经打开

供给面趋于宽松，市场情绪偏空，库存水平较往年整体偏低。需求仍处于

季节性的疲软期内，暂未出现拐点迹象，PP需求略强于 PE，但市场价格仍

以下跌趋势为主。预计聚烯烃持续震荡偏弱走势。 

 

投资策略： 

建议投资者做空 L2001、PP2001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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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宏观概况 

1、全球经济增速滑坡 

世界银行发布《全球衰退十年后》预测，受贸易和工业活动普遍疲弱

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速可能进一步低于先前预期。这一机构在 6 月

时的增速预期为 2.6%。 

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外部冲击（包括债务增加、全球大宗商品出口

需求减弱、国内增长步伐放缓等）下更显脆弱。不少新兴经济体依赖出口，

而今后出口需求可能比十年前更疲软，加之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可

能令新兴经济体难以有力应对下一次全球经济滑坡。 

国内 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0151.0亿元，

同比下降 2.9%，降幅比 1-9月份扩大 0.8%。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4275.6亿元，同比下降 9.9%，降幅比 9月份扩大 4.6%。 

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0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11 个行业减

少。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3.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51.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44.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下降 25.3%，汽车制造业下降 14.7%。 

全球经济增速滑坡持续打压原油需求预期，压制国际油价反弹。 

2、中美贸易谈判进程持续影响国际油价 

中美贸易关系一直处于反复的过程中，国际油价也进入了震荡周期。

国庆长假后，中美两国再度展开了贸易谈判，谈判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

即表示，中美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实质性贸易协议，并推迟了关税上调的

时间。10月 25日，中方表示两国接近敲定“第一阶段”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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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国际油价自 10月中旬起再度开启了上涨的通道，WTI从 10

月上旬的 52.45 美元/桶涨至 11 月底的 58.41 美元/桶，涨幅为 11.4%，为

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值。即便如此，市场的神经依旧没有完全放松，因为美

国总统特朗普向来不按牌理出牌，在两国贸易协议未完全落实前，仍然存

在着很大的变数。 

二、原油基本面概况 

1、供给面 

OPEC: OPEC全体会议定于 12月 5日在维也纳举行。根据目前的协议，

OPEC+的石油供应削减将持续到 2020 年 3 月，当前市场对于减产协议倾向

于两种主要的方案:1、在 12 月的会议上，把目前的削减计划延长到 2020

年 6 月份；2、将是否延长减产的决定推迟到 2020 年 3 月份再与会讨论，

届时根据市场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将减产延长至 2020年年中。 

俄罗斯对于减产向来是持声援的态度，但实际的行动力却令人堪忧。

2018年11月份起，俄罗斯的原油产量就已开始超出减产配额所规定的数量。

到了今年，俄罗斯更是有 2/3以上的时间都未能履行减产承诺。 

图 1：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图 2：2019中美贸易谈判对油价的影响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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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截至 11月 22日当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减少 3座至 671座，

连续五周录得下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原油产量触及纪录高位 1290万桶/

日。 

2、需求面 

近期全球炼厂的利润的下滑以及围绕炼厂减产可能性的讨论主导了原

油市场，目前市场分歧较大。能源咨询机构JBC认为目前的炼油利润将会导

致未来亚太原油加工量下降50万桶/日，而能源咨询机构EA等则认为目前老

的炼厂利润模型不能完全代表炼厂真实利润情况，因为LSFO（低硫燃料

油）、HSSR以及LSSR（低硫含蜡残油）等三种产品的价值在模型中没有得到

真实反映，真实的炼厂利润并没有这么差。 

简单型炼厂通过将原料切换成轻质低硫原油可以从产出LSSR或者LSFO

中受益，而最复杂性的炼厂通过二次装置的调整（提高焦化符合或者降低催

化裂化负荷）来实现少产高硫燃料油，多产柴油以及低硫船燃，从而在市场

中受益。目前最难受的应该是复杂度处于中间的炼厂，即那些需要加工含硫

原油，但又无法实现将高硫渣油转化的炼厂（缺乏加氢能力或者二次装置配

套不够），EA认为目前西北欧地中海以及拉美炼厂预计将会减产30万桶/日，

因为西北欧炼油业务利润率转为负值，降至每桶约负0.49美元，为2013年10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大量炼油设施关闭，开工率下滑，但这部分量很容易就

被亚太大炼化项目投产带来的增量所抵消。 

当前美国炼厂产能利用率为89.5%，环比下降0.2%，炼厂日原油加工量

减少10.1万桶/日至1633.4万桶/日。炼厂开工率回升势头受挫与当前全球炼

油利润下滑有较大关系，预期开工率与加工油量持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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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库存面 

EIA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2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增加

157.2万桶至 4.5195 亿桶，其中库欣地区原油库存下降 9.7万桶。美国商

业原油净进口量为 271 万桶/日，环比上周减少 23.5 万桶，为连续第三周

录得下降。同期，汽油与馏分油库存均超预期增加反映出需求的疲软。 

    虽然 BW价差保持稳定，但美油向欧洲出口受挫。受到美国持续性制裁

的影响，包括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在内的重要产油国的原油出口正在

锐减，这些制裁为美油大幅贴水向亚洲出口创造条件。  

图 5，Brent-WTI价差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美国炼厂开工率 图 4：用于精炼的净原油投入量       千桶/日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聚烯烃| 策略报告

6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实际增速进一步低于预期，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

定性持续扰动国际油价走势。美油产量屡创新高，OPEC+关于减产的内部分

歧仍存，进一步深化减产的可能性较低，供给整体宽松。全球炼厂利润出

现缩减，开工率下滑，国际油市竞争加剧，全球宏观经济整体低迷压制原

油需求预期，原油供需矛盾依旧尖锐。预计国际油价震荡偏弱。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11/25-12/1）国内 PE 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0.58 万吨，较上周损

失量减少 1.34万吨。周内蒲城清洁能源临时故障停车已重启、茂名石化新

高压开车中。预计下周国内 PE 供应继续增加。 

表 1，近期国内聚乙烯重要生产企业装置关停情况汇总 

生产企业 品种 年 产 能 力

（万吨） 

关停时间 重启时间 关停原因 本周损失量

（万吨） 

中天合创 高压 12 11月 5日 11月 18日 故障停车 0.14 

茂名石化 全密度 36 11月 20日 待定 停车大修 0.42 

中沙天津 线性 30 11月 17日 待定 故障停车 0.45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由于下游需求疲软，亚洲市场 PE价格多数录得下跌。伊朗是向亚洲出

口 HDPE 和 LDPE 的大国，伊朗的紧张局势和经济前景不明朗，使得多数市

场参与者持谨慎态度，部分卖家暂停报价。与此同时在泰国由于泰铢兑美

元汇率走软和库存高企，加工商也推迟了采购，因此 LDPE价格稳定。亚洲

LLDPE 和 HDPE 价格由于需求疲软于本周延续跌势，买家期望市场进一步走

低，并且更倾向于等到本周末结束再开始谈判 12月装船事宜。新加坡壳牌

96 万吨/年裂解装置计划 10 月初停车检修 75 天，计划 12 月初重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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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脑油裂解装置 10月平均开工率 94.6%，低于去年同期。 

2、PP 供给面 

本周（11/25-12/1）国内聚丙烯装置检修较少，检修损失量在 2.26 

万吨，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神华宁煤煤制油、延安能源以及广州石化周内

停车，计划 12 月中上旬重启。12 月份国内聚丙烯装置计划检修较少，供

应压力不减。 

表 2，近期国内聚丙烯重要生产企业装置关停情况汇总 

生产企业 品种 年 产 能 力

（万吨） 

关停时间 重启时间 关停原因 本周损失量

（万吨） 

联泓新材料 PP 20 11月 6日 11月 16日 计划停车 0.12 

蒲城清洁 PP 40 11月 14日 11月 21日 计划停车 0.72 

福建联合 PP 22 10月 24日 待定 临时停车 0.46 

久泰能源 PP 32 10月 25日 待定 临时停车 0.58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11/25-12/1）两油库存在 63万吨水平，与上周相比减少 4.5万

吨，比去年同期库存水平（77 万吨）低 14 万吨。综合来看，两油库存呈

现震荡下行趋势。周初两油库存上涨至 70.5万吨。两油考核力度加大，中

间商被动开单，两油库存快速减少。目前中间商考核进度基本完成，两油

库存去化速度放缓。下周恰逢 12 月初，中间商观望为主，开单压力不大，

预计下游两油库存先涨后降。 

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11月 21日 11月 28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67.5 63 -6.67%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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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E 需求面 

本周（11/25-12/1）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48%左右，较上周下降 2%。

本周各地农膜市场需求放缓，企业订单有所减少。华北部分地区环保督查

暂时解除，部分大厂产量增加。小厂订单偏少，阶段性开工为主。西北和 

西南等地区需求逐渐跟进，厂家开机负荷小幅增加。东北地区需求减少，

部分厂家进入停机状态。其余地膜厂家订单稀少，多零星开工或阶段性开

工。预计农膜需求持续低迷。 

表 4，主要地区农膜生产企业开机率对比 

地区 上周开工率 本周开工率 周涨跌幅 

山东 56% 54% -2% 

华东 52% 50% -2% 

华南 46% 45% -1%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4、PP 需求面 

塑编：国内塑编行业平均开工率较上周持平，国内塑编平均开工率维

持在 59.11%，整体开工暂无明显变化。山东地区塑编行业因原料维持僵持

整理走势，企业多延续前期订单，整体开工进度持稳；江浙地区塑编行业

近期小幅补仓，支撑企业维持正常生产，故塑编企业整体开工基本不变。 

BOPP: BOPP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58.10%左右，较上周上调 0.12%，由于

圣诞、元旦节日临近，终端彩印、包装企业刚性需求支撑，加之原料位于

年内低位，终端商家趁机进行库存储备，膜企排单量较前期有所增加，故

此开工小幅上行，预计下周厂家开工或将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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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全球经济实际增速进一步低于预期，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持续扰

动国际油价走势。美油产量屡创新高，OPEC+关于减产的内部分歧仍存，进

一步深化减产的可能性较低，供给整体宽松。全球炼厂利润出现缩减，开

工率下滑，国际油市竞争加剧，全球宏观经济整体低迷压制原油需求预期，

原油供需矛盾依旧尖锐。预计国际油价震荡偏弱。 

聚烯烃方面，国内装置检修持续减少，低价货源的进口窗口已经打开

供给面趋于宽松，市场情绪偏空，库存水平较往年整体偏低。需求仍处于

季节性的疲软期内，暂未出现拐点迹象，PP需求略强于 PE，但市场价格仍

以下跌趋势为主。预计聚烯烃持续震荡偏弱走势。 

 

投资策略： 

建议投资者做空 L2001、PP2001 合约 

 

免责声明： 

图 6，国内塑编行业开工率 图 7，国内 BOPP行业开工率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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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

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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