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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缓解库存压力，聚烯烃或将迎来反弹

-----2020 年 3 月聚烯烃市场展望

2020 年 2 月 26 日

要点提示：

1、 疫情好转，3月OPEC+会议结果预期对国际油价有所提振。

2、 聚烯烃下游企业复工稳步提升，预计库存压力逐步缓解。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3月份关注重点：疫情的走势以及企业复工对聚烯烃库存的消化进度。

随着国内疫情逐步控制，市场担忧情绪减弱，减轻油价下行压力。除湖北外各

省市积极推动企业复工，物流运输逐步松绑，国内原油需求将会得到明显提振；

国际方面，OPEC+组织在充分评估疫情影响后，大概率会在3月初OPEC会议上达

成新的减产协议，原油供给有望进一步收缩。预计3月国际油市震荡偏强。

疫情持续好转，企业复工水平稳步提升，下游终端商品订单的恢复提高厂家采

购积极性，聚烯烃库存压力逐步缓解。预计3月聚烯烃行情或将迎来反弹。

投资策略：在疫情逐步好转的背景下，投资者可考虑轻仓做多聚乙烯L2005、

聚丙烯PP2005合约，严格止损，注意风险。

http://www.ha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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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市场担忧情绪以及需求预期低迷持续打压

PE、PP 期价。截止 2月 24 日，L2001 合约收于 6935 元/吨，较上月下跌 3.07%；

PP2001 合约收于 7078 元/吨，较上月下跌 5.88%。现货端受库存压力影响，PE、

PP 现货价格呈现下跌走势。截止 2月 24 日，PE 现货价格收于 7900 元/吨，较上月

下跌 2.47%。PP 现货价格收于 7300 元/吨，较上月下跌 7.59%。

图1：PE期现价格走势图 元/吨 图2：PP期现价格走势图 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上游产业链分析

2.1 原油市场概况

3月份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疫情影响下的中国原

油需求；2、OPEC+3月会议对于继续深化减产能否达成一致。

图3：新冠病毒疫情发展历程 图4：各大机构原油需求增长预期（万桶/日）

数据来源：Bloomberg；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春节前后素来是出行旺季，但今年一季度，成品油需求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沉重打击。为了响应国家全民防疫的号召，多地实施交通出行管制，社区限制进出，

公共场所活动显著减少。自 1月 23 日起，跨区域的公共交通、私家车出行以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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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服务均大幅减少，湖北等地甚至出现停运封城。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交通流量与去年春运同期相比减少了 53%。乘用车对汽油

的需求以及物流行业对柴油的需求均大幅下滑；工业、采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对

柴油的需求也显著减少。

2020 年第一季度中国汽柴油表观需求预计将同比减少约 30%，至 4800 万吨左

右。其中，汽油表观需求将同比下滑约 30%，柴油表观需求则将同比减少 28%左

右。受此影响，尽管一季度中国炼厂的原油加工量将同比下滑 6.2%，但国内汽柴

油供应过剩局面已经加剧。国际主流机构对中国原油需求降幅看法不一，其中 IEA、

EA 以及 Platts 对需求预期下调幅度较大，平均在 80 到 100 万桶/日。而 EIA 与

OPEC 下调幅度相对较小，下调幅度在 10 到 30 万桶/日。

不过中国疫情防控情况的持续改善提振了市场对中国原油消费将逐渐回升的

预期。因预计 3月新冠病毒疫情将得到控制，中国炼厂开始订购 4月装船货。有消

息显示中国荣盛购买了六船共 300 万桶的中质高硫原油。企业也逐步复工，福建、

浙江、湖南和江苏等部分省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月 16 日，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的平均复工率在 42-60%。预计 2月下半月和 3月复工率将逐步提高，利好燃料

需求。

图5：1月OPEC各主要成员国减产执行情况

数据来源：OPEC月报；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在目前需求预期低迷的情况下，油价的支撑依赖供给端的持续收缩。根据

OPEC2 月报数据，1月在利比亚超额减产的帮助下，OPEC 各成员国较好的执行了

减产协议规定的额度。由于俄罗斯在欧佩克+联合技术委员会（JTC）会议上拒绝

了其他OPEC 成员国提出的每日额外减产 60 万桶的提议，同时迟迟没有发布对于

继续深化减产的任何决定，2月 OPEC+紧急会议的召开无疾而终。市场寄希望于 3

月 OPEC+组织能就加大减产 60 万桶/日或者进一步延长减产时间达成一致意见。

目前俄罗斯与沙特分歧较大，俄罗斯的担心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原油需求受疫情

影响的下滑。由于中美今年 1月 15 日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为了履

行中国 2020 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185 亿美元能源产品的承诺。国务院关

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约 750 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原

油进口关税有望自本月月中降至 2.5%。进口美国原油必然会对俄罗斯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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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冲击，考虑到 ESPO 牌价较美WTI 原油升水较多，跨太平洋运费不足以弥补

两地原油的价差，贸然减产只会将市场份额拱手让与美国。而沙特方面也放出风声

表示，沙特正考虑解除与俄罗斯长达四年的石油生产联盟，因双方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及回应方式存在分歧。

考虑到投资者对于将在 3月 5 日召开的OPEC+减产会议能够达成深化减产的

预期在俄罗斯推迟表态的过程中已经持续减弱，市场更倾向于OPEC+组织能够达

成延长减产协议至 2季度之后的决议。

总体来看，随着国内疫情逐步控制，市场担忧情绪减弱，减轻油价下行压力。

除湖北外各省市积极推动企业复工，物流运输逐步松绑，国内原油需求将会得到明

显提振；国际方面，OPEC+组织在充分评估疫情影响后，大概率会在3月初OPEC

会议上达成新的减产协议，原油供给有望进一步收缩。预计3月国际油市震荡偏强。

2.2 亚洲市场乙烯、丙烯概况

亚洲乙烯：

月内亚洲乙烯市场呈现下行态势为主。受疫情影响，东北亚乙烯市场缺乏来自

国内需求的提振，部分裂解装置正在考虑降负。随着乙烯价格的下跌，乙烯与石脑

油价差继续收窄。目前乙烯及下游衍生品利润均显薄弱，买卖双方意向价位存一定

差距，场内交投气氛僵持。虽然国内大多数省市开始着手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但受多方因素影响，收效尚不明显，下游复工仍存不确定性，原料库存高位，整体

需求偏弱。东南亚地区，由于下游利润萎缩明显，下游生产商也纷纷下调开工负荷，

由此采购意向亦显低迷。

图6：石脑油与乙烯价格走势图 美元/吨 图7：石脑油与丙烯价格走势图 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亚洲丙烯：

月内亚洲丙烯市场价格止跌企稳，目前日韩现货供应吃紧，多维持长约供应为

主，随着疫情不断被控制，中国下游复工进程将加速，预计后期市场需求将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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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短期中国丙烯现货供应偏紧，随着丙烯价格持续上升，进口现货需求将明显

提升，预计亚洲丙烯价格或将稳中上扬。

三、聚烯烃基本面分析

3.1 PE 供给面

1）装置开工情况：春节后聚乙烯行情大幅下行，随着价位不断刷新低点，低

价位刺激中间商及下游补仓，在补仓需求推动下行情触底反弹，国内石化库存快速

消化，供需矛盾缓解下部分石化开工负荷提升。如中天合创、宁夏宝丰等由 80%

提升至满负荷运行。华东上海石化、扬子石化开工负荷也有所提升。

2）库存：随着疫情的逐步好转，下游工厂逢低备货，准备开工事宜。中间商

接受两油考核，开单量逐渐上涨。且期货市场连续上涨，提振现货市场积极性。后

市来看，下游企业开工率逐步提升，需求量将出现小幅上涨。但目前售出货源尚未

真正消化，后期下游接货将出现冷静期，因此两油库存下降幅度将逐步缩小。

图8：国内PE装置开工情况 图9：两油库存 万桶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3.2 PP 供给面

1）装置开工情况：节后聚丙烯上游企业出现大面积减产，检修损失量触及新

高位。随着全国防疫工作进入新的阶段，炼化企业基于各地频繁出台促进复工复产

的相关政策，市场存好转预期，从而主动提升自身开工率：煤化工及部分地方企业

开工率已由前期 8成迅速提升至满负荷开工，原计划停车减量的生产线也逐渐恢复

开工。

2）库存：此前在企业复工预期回升以及部分贸易商低位补货的刺激下，两油

库存进入快速消耗通道，但消耗的 20 万吨库存仍游走在中间流通环节，尚未进入

下游消化。考虑目前上游库存依旧饱和，随着装置开工的恢复市场供应宽松局面加

剧，下游短时间内难以集中恢复订单，预计后市库存降幅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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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E 需求面

1）农膜价格走势：由于终端农膜需求恢复缓慢，成交有限。虽然复工农膜企

业较前期增多，但生产多以年前预定订单为主，报价多参考年前定价，新订单一单

一谈，报价略有下滑。

图10：主要地区农膜生产企业报价 元/吨 图11：农膜企业整体开机率

数据来源：金联创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农膜开工率：2月 11 日，发改委发声：“我们将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

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2月 10 日-2 月 12 日周末过后，全国复工开启

加快节奏，但下游复工速度提升相对缓慢。防护用品的紧缺与隔离措施限制了人员

的复工，加上物流仍然不畅，为各地仓库物资的流动带来压力。目前处于棚膜需求

淡季，棚膜企业开工在 1-4 成左右；地膜需求逐步跟进，地膜企业开工有所提升，

部分规模企业开工在 4-8 成不等。

3.4 PP 需求面

1）塑编：山东地区塑编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开工一直受到限制；江浙地区

塑编企业已经陆陆续续复工，不过在疫情持续影响下，企业开工恢复较为缓慢，多

呈现复工不复产的状态。随着人员逐渐齐备，物流管制逐渐放开，预计 3月份塑编

行业整体开工有所提升。

2）BOPP：由于疫情原因，厂家人手配备不足，开工负荷率仍处于年内低位，

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47.43%左右。后期随着疫情转好，预计 3月份厂家开工

率持续反弹。



聚烯烃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图12：塑编企业整体开工率 图13：BOPP企业整体开工率

数据来源：金联创 ；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3月份关注重点：疫情的走势以及企业复工对聚烯烃库存的消化进度。

随着国内疫情逐步控制，市场担忧情绪减弱，减轻油价下行压力。除湖北外各

省市积极推动企业复工，物流运输逐步松绑，国内原油需求将会得到明显提振；国

际方面，OPEC+组织在充分评估疫情影响后，大概率会在3月初OPEC会议上达成

新的减产协议，原油供给有望进一步收缩。预计3月国际油市震荡偏强。

疫情持续好转，企业复工水平稳步提升，下游终端商品订单的恢复提高厂家采

购积极性，聚烯烃库存压力逐步缓解。预计3月聚烯烃行情或将迎来反弹。

投资策略：在疫情逐步好转的背景下，投资者可考虑轻仓做多聚乙烯L2005、

聚丙烯PP2005合约，严格止损，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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