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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油加大节前去库力度，聚烯烃供给压力不减 

趋势分析 

美伊局势缓和，波斯湾地区运费高企以及中东产油国官价提高支撑油

价。欧洲经济持续不景气，美国原油库存高企压制原油需求预期。本月 OPEC+

新的减产协议履行情况有待观察，供给有望持续收紧，预计油价在 472-492

区间震荡。 

聚烯烃方面，国内检修损失量处于年内较低水平，后续供应压力不减。

后市来看，随着春节假期临近，下游工厂陆续放假，需求面临萎缩，两桶

油在节前加大对库存的控制。预计聚烯烃持续震荡偏弱走势。 

 

投资策略： 

建议投资者继续持有 L2005、PP2005 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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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宏观概况 

1、美伊局势缓和，多家航运公司宣布撤离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1 月 8 日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经济

制裁，否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美国愿意与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讲话

缓和了市场忧虑情绪。 

中东紧张局势以及船用油新规导致全球运力紧张，这使得运费普遍攀

升，这可能实际上会使得亚洲区内供应的原油成交受益，因为终端用户们

将倾向于采购近距离的原油船货以降低整体的成本。 

1 月 8 日，沙特阿拉伯国家航运公司(Bahri)、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相继

宣布，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此前，包括 Stena Bulk、Teekay 

Tankers以及 Arcadia Ship Management在内的部分油轮运输企业，也已宣

布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航行。行业咨询机构克拉克森最新表示，由于

美伊冲突升级，可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 

中东形势依然是原油市场不可预测的定时炸弹，但是美伊关系不是影

响原油供应的关键因素，建议投资者关注沙特、以色列与伊朗的国际关系。 

2、脱欧成为近期最大风险事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番讲话令市场避险情绪短期降温，国际油价回落。 

近期最大风险事件当属英国脱欧，脱欧时间延迟至 2020年 1月 31日。

即使英国顺利离开欧盟，英国还面临一个重要的谈判：与欧盟的贸易协定

谈判，在目前的协议里，过渡期的限制到 2020年 12月 31日。 

目前尽管综合 PMI保持稳定，但制造业 PMI在 11月短暂回升后重新下

降，依然处于枯荣线以下，欧元区制造业恢复前景堪忧。无论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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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英国脱欧都将压制制造业复苏，压制原油需求预期。 

 

二、原油基本面概况 

1、供给面 

OPEC+:根据最新调查报告显示，12 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原油

产量录得下降，同时减产执行率提升至 158%，之前一直未能履行减产承诺

的尼日利亚和伊拉克出现改善。俄罗斯官方数据显示，12 月期间该国原油

产量环比录得少量增加，市场需留意俄罗斯在 1 季度期间对新版减产协议

的执行情况。 

美国：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1月 10日当周，美

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减少 11座至 659座，连续三周录得下滑且触及 2017年 3

月来最低水平。去年同期为 873座。2019年录得 2016年以来的首次年度降

幅。美国原油产量仍保持在创纪录的 1,290万桶/日。 

2、需求面 

美国方面，虽然经济数据基本达到市场预期，但是PMI指数连续5个月下

图 1：邮轮运费 BITY指数  图 2：世界主要经济体 PMI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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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侧面反映出美国制造业正面临严峻考验，此外市场担忧美伊局势的激化将

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欧元区方面，经济数据略有好转，投资者信心高于

市场预期，零售销售出现反弹，但另一方面，欧元区工厂活动依然疲弱，后

市仍将面临考验。 

中东地缘冲突会显著提振油价，但提振的幅度和持续性要基于基本面，

Tradition Energy市场研究主管 Gene McGillian表示，“油价先是因地缘

政治风险溢价上涨，随后又回落，显示市场基本面不是很强劲，很多市场

人士认为，全球有很多石油，但消费却跟不上。” 

3、库存面 

EIA最新库存报告显示，美国商业原油库存超预期增加，成品油尤其是

汽油库存继续累积，进一步施压油价。美国原油产量连续三周维持在历史

高位，且截至 1 月 3 日当周燃油累库量较大，但在圣诞节当周和节后一周

对外需求持续回升，燃油累库主要是因为炼厂产出较此前增加所导致。 

图 5，Brent-WTI价差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美国上周原油出口减少 139.8 万桶/日至 306.4 万桶/日。BW 价差保持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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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美伊局势缓和，波斯湾地区运费高企以及中东产油国官价

提高支撑油价。欧洲经济持续不景气，美国原油库存高企压制原油需求预

期。本月 OPEC+新的减产协议履行情况有待观察，供给有望持续收紧，预计

油价在 472-492区间震荡。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1/6-1/12）国内 PE 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0.82 万吨，较上周损失

量减少 0.79 万吨。周内燕山石化老高压三线、 上海金菲低压、茂名石化

新高压装置重启，茂名石化老高压仍在停车中，大庆石化老高压装置本周

停车。 预计下周国内 PE供应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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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石化 老高压三线 6 12月 23日 1月 3日 停车小修 0.13 

大庆石化 老高压 6.5 1月 8日 待定 停车检修 0.14 

上海金菲 低压 13.5 12月 25日 1月 7日 停车检修 0.28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由于美伊在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高了原油价格，带动了下游 PE市场, 

亚洲 PE价格全线上涨。国内买家倾向于在价格进一步上涨前备货，以至于

春节前买盘有所增加。部分印度生产商也表示印度财政年度在三月结束，

而目前是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季度，这也为下游对 PE产品的购买提供了动力。

再考虑到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不少航运公司宣布暂停从霍尔木兹海峡

航行，这一行为也增加了一定的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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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P 供给面 

本周（1/6-1/12）国内聚丙烯装置检修较少，周内检修损失量在 2.07

万吨，较上周(2.12 万吨)减少 0.05万吨。 周内巨正源二线原料不足 6日

临时停车，计划 9 日一线停车，二线重启产纤维。宁波台塑大线 8 日计划

检修， 预计检修 10 天。当前来看，国内检修损失量处于年内较低水平，

后续供应压力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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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巨正源 PP 30 1月 6日 1月 16日 停车检修 0.63 

宁波台塑 PP 31 1月 8日 1月 18日 临时停车 0.19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1/6-1/12）两油库存在 55 万吨，较上周四回落 13.5 万吨，比

去年同期库存(58万吨)低 3万吨。两油节前去库力度加大，库存快速去化。

受元旦假期影响，两油库存周一大幅上涨，随着春节 假期临近，两油去库

力度逐渐增强，中间商被动拿货。且本周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原油/期货

大涨，推动一波反弹小幅反弹，部分下游工厂少量备货。后市来看，随着

春节假期临近，下游工厂陆续放假，需求面临萎缩，两桶油在节前加大对

库存的控制。市场预售货源增多，预计未来 1-2 周，两油库存仍有缓慢减

少。 

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1月 2日 1月 9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68.5 5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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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2）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38%左右，较上周下降 2个百

分点。本周部分地区受雨雪天气影响，运输不便，部分企业进入阶段性开

工状态。受环保限产制约的企业已于周内恢复正常生产，但由于棚膜需求

淡季，订单不足，棚膜企业开工略有下滑。目前地膜需求跟进缓慢，企业

开工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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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40% 0% 

华东 43% 42% -1% 

华南 40% 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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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 3.56%，国内塑编平均开

工率维持在 50.33%。本周国内塑编行业整体开工下滑较为明显，本周山东

地区因环保问题仍存塑编企业压力较大，多提前放假且年关将近， 停工

企业较之前有所增加，故企业整体开工小幅下降。 

图 6，国内塑编行业开工率 图 7，国内 BOPP行业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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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58.74%左右，较上周下调 0.96%，周

内河北海伟因故障临时停车，故此开工较前期有所下滑，临近春节，下游

需求转淡，膜厂陆续放假，下周厂家开工将延续下行趋势。 

 

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美伊局势缓和，波斯湾地区运费高企以及中东产油国官价提高支撑油

价。欧洲经济持续不景气，美国原油库存高企压制原油需求预期。本月 OPEC+

新的减产协议履行情况有待观察，供给有望持续收紧，预计油价在 472-492

区间震荡。 

 

聚烯烃方面，国内检修损失量处于年内较低水平，后续供应压力不减。

后市来看，随着春节假期临近，下游工厂陆续放假，需求面临萎缩，两桶

油在节前加大对库存的控制。预计聚烯烃持续震荡偏弱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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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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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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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