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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矛盾叠加外围原油波动 煤化工低位寻底 

-----2020 年 4 月煤化工市场展望 

2020 年 3 月 26 日 

要点提示与策略： 

动力煤：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家层面对于节后复工高度重视，提出要做到“疫情防

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煤炭上游开工好于下游，下游需求承接不畅，仍需观察4月

进一步落实逐步恢复正常需求落地情况。而近期六大集团的日均耗煤量仍处于低位徘徊态

势，持续处于同期偏低，暂未出现强力回升的迹象。指向工业生产恢复的进度可能并不理

想。整体看港口市场逐渐理性，节后疯狂的价格表现不复存在。 

观察4月华东华南地区下游重点区域总体复工情况情况，主产区供给阶段性宽松边际

效益或将进一步显现；需求侧当前市场需求清淡，供需错配情况凸显。 

策略：中性，煤价短期震荡偏低格局延续，关注后期下游补库力度。 

 

 

 

 

甲醇：海外疫情扩散叠加原油暴跌引发的大宗商品减值潮冲击甲醇价格，在自身基本

面供需矛盾凸显的背景下，甲醇面临较为困难的处境。上游煤炭供应趋于宽松，成本支撑

力度减低，甲醇煤头迟迟未见利润性检修导致目前西北主产区供应也较为充足。而海外特

别是伊朗地区货源开工率仍然较高，港口面临持续套利货源，进口套利仍在开启。MTO

春检也影响了甲醇下游的需求承接。 

中长期来看，传统下游难以为继，MTO 春季检修计划较多，远期需求受到压制。供

过于求的局面在大量海外进口和国内存量装置开工提升的推动下继续恶化，市场价格在不

断寻底的过程中偏弱为主。 

策略：观望为主，待原油企稳情绪好转后入场轻仓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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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动力煤篇 

1.1动力煤走势回顾  

3 月临近尾声，陕煤、同煤以及山东能源集团多座大型煤矿已逐步复产，2月

受疫情影响国家对煤矿复产监管严格，主产区山西、陕西、内蒙等地均延后当地煤

矿复产时间，3月底之前上述地区供应情况基本得到缓解，总体生产效率及外运煤

炭总量逐步恢复。疫情初期的国内煤炭供应紧缺，期现货行情偏强为主，最高价一

度达到 580 元/吨，然而随着国内疫情拐点逐步显现，另一方面需求相对于往期也

偏弱，由于多数制造业复工推迟，仅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等无法有效支撑下游需求，

供强需弱下动力煤行情逐渐回落。临近 4 月，各地逐步有效展开企业复工，煤炭

供需也在有序不稳的恢复正常节奏，行情逐渐回落。 

图 1：动力煤恭喜平衡表和基差图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1.2供需面分析 

3月进一步落实恢复产能 阶段性供应紧缩结束 

3 月之前各主产地相对管控较严，外省人员回岗需先隔离 14天后才可复工，

且为防止疫情再次感染，多数复工煤矿均不能满负荷生产，导致煤矿产量恢复较

慢，主产区山西、陕西、内蒙等地均延后当地煤矿复产时间。且受制于公共交通，

检疫防控等各路措施，导致煤炭运输不畅，供应在节后阶段性偏紧。晋陕蒙部分

在产大矿重点保内部电厂、化工企业用煤，市场煤可售资源偏紧。3月国内上下游

开始陆续有序生产复工，铁路发运量有所改善。 

目前榆林在生产大型煤矿 29家，合计产能 2.4 亿吨，最高日产 77万吨，各

煤矿、洗煤厂、存煤厂存煤 108 万吨，下一步将进一步释放煤矿产能，对没有复

产的煤矿逐步分批复产。 

鄂尔多斯全市累计复产煤矿 193 座，在生产煤矿总产能 5.92亿吨。截止 3 月

16日，全市销售煤炭 212万吨。其中，铁路销售 93万吨(坑口直达 56万吨，集

运站发运 37 万吨)，公路销售 119万吨。此外 3 月 16日，鄂尔多斯全市火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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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企业机组运行正常，供电、供热总体稳定。累计供电量 98.3 亿千瓦时。其中鄂

尔多斯电业局供电区域累计供电量80.4亿千瓦时;薛家湾供电局供电区域累计供电

量 18.4 亿千瓦时%。 

图 2：原煤产量及增速                             图 3：大秦线煤炭运量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鄂尔多斯市累计复产煤矿 85座，涉及总产能 4.28亿吨，占其年产能的大半。

前期供应紧张格局有望缓解。不过，也有不少煤矿表示其员工到岗仍在推进中。

国家能源局号召企业，应研究通过单位包车等“点对点”方式组织职工返岗。晋

蒙能源行业则是保障城乡运行的必需，以煤炭为例，已有发电、钢铁等行业的企

业库存不足。山西省和内蒙古等地的部分煤矿相继复工保障供给。 

疫情对煤炭产量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已经基本消除，复产率达到了往年同期

水平。截至 3月 22 日，全国在产煤矿产能 35.7亿吨，产能复产率达到 81.5%，

当日产量达 1000万吨之上。这三个数据均比 2月 1 日增加了近 1.3 倍。除湖北省

以外，其他产煤省均已复工复产，其中河北、安徽等六个省区复工复产率超过 90%。

后市来看供给端紧缩情况将基本缓解。 

进口采购力度减弱 

根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 12月进口量下降明显。12月进口煤及

褐煤仅有 277.2 万吨，同比下降 77%附近。2020 年 1-2 月份，中国进口煤炭 6806

万吨，同比增长 33.1%；煤炭进口额为 49.9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1%。煤炭进

口均价为每吨 515.9 元，下跌 4%。 

今年随着进口煤限制放开，部分年前滞留港口煤炭通关，但由于国内疫情爆发，

煤矿产能缩减，短期国内煤炭紧缺，加上公路运输不畅只能依靠铁路发运，导致进

口煤采购需求持续增加。以东南海一带沿岸电厂等企业加大了海外进口力度。1-2

月份来自澳洲和印尼等海外货源增多，两地动力煤发运量维持高位。截止目前产地

煤矿产量已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国内煤炭供应进入宽松格局。但需求恢复缓慢导

致南方企业对进口煤采购积极性下滑，3 月相比前期进口煤价格快速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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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褐煤进出口情况                             图 5：内外到港价价差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下游采购力度未能支撑 港口库存有所累积 

截至3月20日，北方四港煤炭库存1321.2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7.45%；广州

港煤炭库存达到261.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9.36%；长江口煤炭库存合计627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7.18%。 

下游在 2月前期补库存，受制于公路运输限制，担心货源不足，一度引起一

阵子的火热采购行情。贸易商对高价煤接受程度不高，当前港口市场成交僵持，短

期现货煤价涨跌均乏力。2 月 17 日收费站过路费全免后，下游厂矿买家看到如此

低廉的运费便果断下手开始抢煤。免收通行费用导致本来强势的公路运费应声下

跌。3月疫情情况向好，但下游复产复工情况难言乐观，港口调出萎靡，港口库存

在短暂下行后快速累积。现阶段秦皇岛港口库存相比于同期甚至略有偏高，但实际

情况在于下游企业也由于疫情影响，特别是时一产二产类型企业复产复工未能完全

恢复，下游用电用煤需求较低，贸易商采购情绪转弱。北方港口煤炭调入调出均持

续低迷，且消费港口库存依旧维持高位。 

图6：沿海煤炭运价                                   图7：主要港口煤炭库存                   

   
数据来源：wind；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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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电厂日耗维持低位 中长期需求难言乐观 

截止 3月 25日，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61.67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7.02%；

煤炭库存合计 1773.61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2.4%；可用天数 28.46 天，较去

年同期增加 30.2%。 

图6：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图7：电厂库存可用天数 

   

截至目前复工的产业类型第三产业情况尚可，而受到疫情影响复工延缓的部分

制造业多地限制外地员工返程且回岗员工需先隔离 14日，导致下游企业复工进度

缓慢。沿海电厂日耗水平持续维持同比下降趋势，难以有效承接向上。不过相对于

较为严重 2 月环比来看，已经有显著地提升，存煤可用天数也从 41 天的高位水平

滑落到 28天左右，同比来看承接需求仍相对有限，环比提升反映出复工仍在有效

进行中。 

重工业的煤炭使用量也有所下降。将来煤电发电量将继续增长，尽管速度正在

放缓。短期看，受制于消费服务业的假期冲击、下游产业的复工复产延后，一季度

煤炭需求将受到负面影响。但影响相对有限，一是由于第三产、消费行业的能耗强

度低。二是居民消费用电不受复工复产推迟影响的需求，而且反而会有所提升。疫

情过后，宏观调控将从“控疫情”转向“稳预期”“稳增长”。通过财政政策发力

基建，乃至维持地产产业链的相对稳健，或将成为弥补一季度经济承压的主要手段

之一。 

1.3动力煤市场展望 

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家层面对于节后复工高度重视，提出要做到“疫情防

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煤炭上游开工好于下游，下游需求承接不畅，仍需观

察4月进一步落实逐步恢复正常需求落地情况。而近期六大集团的日均耗煤量仍处

于低位徘徊态势，持续处于同期偏低，暂未出现强力回升的迹象。指向工业生产恢

复的进度可能并不理想。整体看港口市场逐渐理性，节后疯狂的价格表现不复存在。 

观察4月华东华南地区下游重点区域总体复工情况情况，主产区供给阶段性宽

松边际效益或将进一步显现；需求侧当前市场需求清淡，供需错配情况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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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中性，煤价短期震荡偏低格局延续，关注后期下游补库力度。 

 

二、 甲醇篇 

2.1甲醇走势回顾  

2-3月份甲醇分别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原油带动的化工系列大跌影响，处于从高

位置持续下跌的状态，并且反复下探煤头成本线。春节过后多地受疫情影响复工

状况较低，甲醇期货节后大幅补跌，05合约最低探至2006元后小幅反弹。3月随

着国际油价暴跌叠加外围疫情发酵，全球性商品上演大减值，甲醇也难以为继，

现货市场清淡运行，心态不佳。山东地区甲醇价格局部下探，幅度在110元/吨左

右，鲁北地区出厂报价走低，目前执行1730-1760元/吨左右；华中地区甲醇市场

价格偏弱整理；西南地区甲醇市场偏弱运行；华北地区甲醇价格弱势运行，幅度

80元/吨左右。西北地区价格偏弱整理，多数厂家降负运行，新价下降幅度在

50-110元/吨。 

2.2宏观分析 

金融风暴叠加外围疫情扩散 三驾马车回落 

全球资本市场在 3 月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层次资产以暴跌为主，波动率陡

增。先是 OPEC 会议上减产协议的破裂导致原油价格大幅下跌，进而引发大量美

国页岩油企业面临低油价下的债务危机，叠加海外疫情爆发从而导致美股 12年牛

市在半个月内跌去 1/3。随后美联储推行 0 利率并扩大资产购买、美股多次熔断暴

涨。国内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也推动了降准措施释放资金，但当前疫情

和全球资本市场变动对于现存经济影响还是较为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

年 1—2 月反映投资、消费、工业运行状况的三大重要指标，全部创下了两位数以

上的降幅。消费方面，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下降20.5%。 

图1：消费同比                                    图2：固投增速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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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面，1-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3323 亿元，同比下降

24.5%。工业方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3.5%。分经济类型看，国有

控股企业增加值下降 7.9%；股份制企业下降 14.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

降 21.4%；私营企业下降 20.2%。尽管 1-2 月份，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运行带来

较大冲击。但疫情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短期的，它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内在向

上的发展势头。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短期来看总体是可控的，随着国内疫情防控

的成效不断显现，更主要的是复工复产的进度加快推进，经济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不断恢复，疫情的影响从国内来看，二季度会逐渐减弱，特别是前期压抑的一些

经济活动会逐步释放出来。所以二季度应该会比一季度有明显的回升。下半年经济

会走得更加稳健。 

2.3甲醇供需分析 

煤头及非一体化装置负荷提升 供应宽松显现 

整体来看随着国内疫情拐点进一步出现，西北各地煤头主产区开工负荷进一步

提升，煤头整体开工率攀升至 86%左右。 

图3：WTI与甲醇价格                               图4：甲醇生产企业开工率         

   

疫情前期甲醇供应降低、价格下跌导致了上游企业开工大幅回落至历史同期

水平下方，且上游多数企业进入亏损状态。在上游库存累积一方面因为运输条件

受限，另一方面下游需求企业，特别是集中在华东沿海的MTO外采型企业因为疫

情多数推迟开工，而传统需求下游（例如甲醛等）开工率更是降到历史低位。 

随着国内疫情好转运输恢复，产业介入量增加，西北库存开始转移，从 2 月

中旬的高点的 38 万吨左右去库到 29 万吨左右，截止 3 月 25 日，西北企业库存

反弹至 32.4 万吨（+1.2万吨），工厂库存再度回升，甲醇行情再度大跌后，下游

备货接货力度能否增强，关注西北库存调降力度。 

现阶段上游生产企业整体检修力度偏低，主流行情反复下压煤头成本线，但

迟迟未见西北区利润性检修。目前主要检修装置是四川泸天化40万吨/年装置 

3.15停车，重启时间未定；河北金石10万吨/年装置3.5停车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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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甲醇生产企业利润                               

   

数据来源：中宇资讯；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目前多数生产企业面对绝对低价的甲醇价格开始逐步亏损，煤头亏损在167元

-250元之间，长期倒亏局面是否会倒逼上游降负荷，后市重点关注。 

外盘负荷维持高位 港口压力待消化 

从3月13日至3月29日中国甲醇进口船货到港量在47万吨，相对于从3月6日至

3月22日中国甲醇进口船货到港量在55万吨附近，绝对值减少，但到港量级仍大。 

图 6：华东、华南港口甲醇库存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目前华东华南港库总库存在 79 万吨左右，相比同期略减 2.3%。港口现货价格重

心虽持续探底，但下游局部抄底心态下走货尚可，库存高位有待进一步消化。虽然

我国甲醇整体进口依存度只有 20%不到，但这些进口多集中在华东沿海地区，造

成沿海地区甲醇的进口依存度约 60%以上，并且华东地区甲醇价格和期货盘面相

关性最强，因此进口是影响甲醇价格的重要因素。 

外盘价格跟随国内现货价格继续同步下滑，进口利润维持在前期水平。伊朗存

量装置不惧疫情均在开工。新增装置方面，伊朗busher前期试车后仍在停车。梅

赛尼斯发布公告不限期关停特立尼达一套产能约90万吨/年的装置，以及4月初智

利一套产能约80万吨/年的装置也将关停。中国作为梅赛尼斯重要的输出地之一，

进口量或因此减少4万— 8万吨。对比观察内外盘套利趋势，价差近期虽有所减少，

但仍处于380元以上的范围内，后期随着疫情拐点和外盘检修复工，可以预见的是

国内进口窗口仍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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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内外盘套利趋势               

 

MTO 春检进行时 未来投产压力仍然较大 

从MTO装置3月检修情况来看中长期需求也不容乐观。兴兴3月2日进入检修，

计划1个月；阳煤恒通目前低负荷运行，原计划2月中修20天推迟至3.23检修20-25

天；盛虹降负荷运行，3.25 计划检修5天；南京诚志MTO 3月有消缺计划；山东

联泓7成运行；鲁西MTO装置低负荷运行；神华榆林4月计划检修45天；  

图7：2020国内甲醇投产计划 

 

而2020年国内仍然存在新增产能的压力。内盘2020年待投产在620万吨/年，

其中的非一体化新投产能大约440万吨/年，名义产能增速高达6.2%。预计2020

年国内总产能达到9000万吨以上，占据世界总产能的62%。从计划上来看中煤榆

林（年底）和宝丰二期装置（4月份）确定按时投产概率较大，国内投产装置集中

在西北地区，产地集中区投产将对内陆区域价格形成压制，除却西北区域MTO装

置自用以外，关注承压下的内陆价格蔓延至全国市场的边际效应。 

2.3甲醇市场展望 

海外疫情扩散叠加原油暴跌引发的大宗商品减值潮冲击甲醇价格，在自身基本

面供需矛盾凸显的背景下，甲醇面临较为困难的处境。上游煤炭供应趋于宽松，成

本支撑力度减低，甲醇煤头迟迟未见利润性检修导致目前西北主产区供应也较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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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海外特别是伊朗地区货源开工率仍然较高，港口面临持续套利货源，进口套

利仍在开启。MTO春检也影响了甲醇下游的需求承接。 

中长期来看，传统下游难以为继，MTO春季检修计划较多，远期需求受到压

制。供过于求的局面在大量海外进口和国内存量装置开工提升的推动下继续恶化，

市场价格在不断寻底的过程中偏弱为主。 

策略：观望为主，待原油企稳情绪好转后入场轻仓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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