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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错配凸显 煤化工低位盘整 

-----2020年 5月煤化工市场展望 

2020 年 4 月 27 日 

要点提示与策略： 

动力煤：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外煤炭价格持续走低，目前煤炭上游开工好于下游，

下游需求承接不畅，仍需观察5月进一步落实同期需求落地情况。整体市场供需格局仍趋

于宽松状态，在需求难有大幅提升的前提下，在低油价的冲击下，煤炭市场要想止跌企稳，

只能从供应端努力，后期应重点关注产地限产政策等调控预期兑现情况，  

观察5月华东华南地区下游重点区域总体需求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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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价短期底部平台或已出现，下方支撑力度较强。 

 

 

 

 

 

甲醇：一季度结束后，上游煤炭供应趋于宽松，成本端对甲醇支撑力度减低。西北主

产区的煤头 4-5月份陆续检修也在供应端减缓了甲醇的压力。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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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预测来看未来沿

海库存或将持续面对考验。MTO 春检也影响了甲醇下游的需求承接，同时要注意 5月份 PP

再熔喷布批量生产后行情给甲醇带来的联动效应。 

策略：单边谨防港口压力下的二次探底，09合约可逢高在1850一带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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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动力煤篇 

1.1动力煤走势回顾  

整个 4月，动力煤走势都处于下跌后的底部盘整中，陕煤、同煤以及山东能源

集团多座大型煤矿在第一季度末已经进入完全正常运转，总体生产效率及外运煤炭

总量逐步恢复。前期国内煤炭供应紧缺，期现货行情短暂偏强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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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宏观数据出炉也验证了制造业同比回升缓慢的数据背后，动力煤下游难有

有效支撑。临近 5月，市场依旧保持供大于求的局面，淡季时期，下游处于去库存

时期，价格延续偏弱走势。 

图 1：动力煤平衡表和基差图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1.2供需面分析 

后疫情时代供需矛盾凸显 产能利用率有待提升 

国内疫情拐点到来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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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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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第一季度，产煤大省山西煤矿产能复产率达到 95.42%，生产煤矿数量、

产能利用率和日产量都恢复到正常水平，其他两个产煤大省陕西和内蒙古的煤矿

复产率也达到 85%以上。煤矿普遍有一定的存煤，整体销售情况不理想，为了维持

市场份额，一些煤矿的报价不得已一降再降，个别煤矿已经开始减量生产。运输

方面，疫情期间国家出台全国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疫情对煤炭公路运输影响已基

本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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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生产原煤 3.4亿吨，同比增长 9.6%，增速由负转正，1-2月份为下降

6.3%；日均产量 1088万吨，比 1-2月份增加 273万吨。一季度，生产原煤 8.3亿

吨，同比下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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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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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2日，全国在产煤矿产能 37.7亿吨，产能复产率达到 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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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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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市来看供给端将持续宽松为主。 

从宏观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是下游需求端的核心数据，3月降幅整体大幅收窄

说明生产明显改善：在三大门类——采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水公共事业数据中，

制造业数据 3月降幅-1.8%，虽然仍弱于整体生产数据，但是相比前两月大幅收窄

近 14个百分点，修复最为明显。 

整体来说，3月工业增加值降幅较前两月降幅大幅收窄，环比上月增长 32%，

表明 3月生产数据大幅修复，这一方面是由于 3月以来国内复工复产的深入，另一

方面也是由于前期积压出口订单的交付（PMI、PPI等数据均表明国内内需仍比较

低迷）。目前一季度工业增加值整体数据是同比下滑 8.4%，其中 3月恢复至-1.1%，

预计 4月生产数据可能继续小幅修复，同比转正（2019年全年增速是 5.7%）。下游

产能利用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全球动力煤需求下降 国内进口同比增加 

煤炭进口增加，交易价格下跌。3月份，进口煤炭 2783 万吨，同比增长 18.5%；

一季度，进口煤炭 9578万吨，同比增长 28.4%。受疫情影响，其他进口煤炭国需

求量锐减，中国成为煤炭出口国最主要的市场，国际煤炭供应过剩情况严重，同时，

原油价格的下跌也对煤炭价格造成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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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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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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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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国内进口通关政策趋严，煤

炭进口通关难度增加。福建、广州、广西等沿海省份都不同程度对海运煤进口实行

限制措施，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尽管中国国内需求一定程度上仍支撑国际

煤炭供应，但由于供大于求，煤炭价格仍继续下跌。 

港口库存维持高位 

截至4月23日，环渤海港口库存连创新高。23日环渤海港口库存2792.4万吨，

环渤海港口设计场存能力3516万吨(不含天津港)，实际场存能力3165万吨，所以剩

余储煤库容只剩372.6万吨，目前库容为88%。就吞吐量来说，北方港港口调入调出

持续下降，其中调出降幅明显，环比下降49.8万吨(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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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80.96.8.44/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94958914&fav=1&lan=cn&dlang=cn&key=%E5%8A%A8%E5%8A%9B%E7%85%A4&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20.3.0.1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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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港预到船舶数持续上升，环比及同比都出现较大增幅，环比上升80%，北

港库存仍在增加，净调入状态持续，由于3月下旬电力主动去库存，延期采购助推

北港煤炭价格弱势运行。 

3-4月国内疫情情况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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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时二产类型企业复产复工后实际

有效订单和需求支撑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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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电厂日耗维持低位 二季度风力发电挤压空间 

截止 4月 24日，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57.23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7.05%；

煤炭库存合计 1633.51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6.77%；可用天数 28.54天，较去年

同期增加 14.85%。 

图8：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图9：电厂库存可用天数 

   

一季度宏观数据双向验证，即使下游企业复工后短期内也未能有大幅提升订

单，产能利用率等；同时国内步入传统煤炭消费淡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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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以来全国用电量虽稳步

上升，但水电逐步发力挤出 部分火电需求，国外疫情加剧背景下后期用煤需求仍

面临较大压力。目前电厂仍以消耗自身库存为主，煤价持续下行，企业采购煤炭意

图力度短时期内难以明显改善。二季度后水电将逐渐增加，挤占火电市场份额。预

计从 4月下旬开始至 5月份水电处理将有所增加，对火电市场形成挤占，加之东北、

西北部分地区供暖结束，需求进一步减少。而动力煤社会库存持续增加，对市场煤

价有一定利空影响。随着煤价的持续回落，日前市场有关稳价调控的消息明显增多，

整体上对悲观情绪持续发酵后的市场有所提振。是否有进一步调控及减产能否落实

需继续关注，后续煤价的走势仍取决于供需实质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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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动力煤市场展望 

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外煤炭价格持续走低，目前煤炭上游开工好于下游，

下游需求承接不畅，仍需观察5月进一步落实同期需求落地情况。整体市场供需格

局仍趋于宽松状态，在需求难有大幅提升的前提下，在低油价的冲击下，煤炭市场

要想止跌企稳，只能从供应端努力，后期应重点关注产地限产政策等调控预期兑现

情况，  

观察5月华东华南地区下游重点区域总体需求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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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价短期底部平台或已出现，下方支撑力度较强。 

二、 甲醇篇 

2.1甲醇走势回顾  

回顾2020年前4个月，国内甲醇分别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原油暴跌带动的化工系

列大跌影响，处于从年初置持续下跌的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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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叠

加外围疫情发酵，4月初05合约最低探至接近1500元。 

4月上旬甲醇受到原油减产协议达成的情绪带动，以及口罩熔喷布紧张导致的

PP纤维料大涨炒作同步反弹，但是高度和力度都明显受到压制。冲击2000元关口

失败后再度开跌。总体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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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心态不佳。西北地区局部厂家排库速度不佳，价格重心继续下移；

环渤海地区下游买气不足，业者随行走跌；淮海地区市场交投气氛清淡，随行观

望为主；港口方面现货支撑不佳，多随盘调整为主。华东港口跌在1610-1700元/

吨；华南港口在1600-1610元/吨；西南地区在1610-1650元/吨。 

2.2宏观分析 

原油风暴叠加海外疫情扩散 国内经济底部初现 

图1：一季度GDP                                    图2：工业增加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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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市场在第一季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层次资产波动巨大，波动率陡

增。低迷的需求预期也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底部波动，同时欧美疫情“二阶

拐点”基本明确。海外新冠日增确诊稳定在 7-8万左右；美国部分重点疫区指标也

持续改善。欧美经济重启计划进入议程。根据欧美最新计划，随着日增确诊下行和

疫情可控，大部分国家考虑在 4月底至 5月中逐步放松或解除社交隔离要求。虽然

预计疫情对欧美经济的压力贯穿 2季度，且在 3季度也有压制，但“二阶拐点”和

经济重启计划明确后，已经可以比较客观地评估疫情影响。 

国内基本面底部也已明确，一季度国内经济数据披露后基本面主要扰动落地，

一季度 GDP同比增速-6.8%，但 3月数据有明显改善；市场较充分预期下，数据公

布并未造成明显冲击。4月初全国复工复产基本达到正常水平，根据发电耗煤、整

车运力、人员流动等数据测算，4月中的复工率已超过 90%，只有线下消费恢复相

对缓慢。扰动消除后，政策支持下，基本面回补的趋势和预期修复都可持续。 

3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1.1%，相比前两月-13.5%的下滑幅度大

幅收窄。主要源于 3 月国内复工复产深入+前期出口积压订单交付。3 月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为-9.5%，整个一季度为-16.1%，相比前两月-24.5%的下滑幅度有所收窄。

从细分项来看，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迅速反弹，基建仍然是当前政策的主要抓手。 

3月消费数据为-15.8%，相比前两月-20.5%的下滑幅度仅有小幅修复，低于市场预

期，表明国内消费端恢复较慢，消费端的刺激政策有望进一步加码。疫情冲击经济

低点已过，后续修复速度与程度，将取决于政策力度。包括制度改革和逆周期调节

政策的力度，要持续关注重磅会议的表态和相关政策的落地。 

2.3甲醇供需分析 

煤头春检效应集中 二季度供应情况好转 

2020 年一季度国内甲醇产能有所增加，产能增量为榆林 60 万吨/年及安徽中

煤的 30万吨/年的煤制甲醇装置。一季度国内甲醇产量同比增加，总产量为 1659.36

万吨，同比增加 3.14%。 

图3：WTI与甲醇价格                               图4：甲醇生产企业利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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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4月份西北主产区开启集中检修计划，二季度甲醇在供应端应该可以说度

过了上半年“最坏”基本面时期。一方面由于甲醇价格在 2020年持续走低，不断

向下打破部分生产商成本线，导致主产区企业选择被动的利润性检修；另一方面 5

月份临近，煤头春检放量进行时。中煤远兴 60万吨，新能凤凰 92万吨，上海华谊

100万吨装置等均在 5月有计划停车。 

目前 2020年 4-5 月检修实际产能月均 567万吨/年，2019年 4-5月检修实际

产能月均 604万吨/年，等待检修兑现。 

目前甲醇企业利润有所回升。西北主产区挺价运行，且环渤海部分企业库存

压力不大，周边部分企业积极推涨，市场整体交投氛围尚可。而煤炭方面目前受

限于下游需求疲软，场内整体交投偏空，价格走势下滑。在上游煤炭价格走弱而

国内甲醇企业上涨的背景下，国内甲醇企业利润明显回升。后市继续观察检修给

西北地区现货带来的市价影响，能否提振上游利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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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盘负荷保持高位 港口压力再度提升 

从4月10日至4月26日中国甲醇进口船货到港量在66万吨附近，相对于4月3日 

至 19日中国甲醇进口船货到港量在53万吨附近，到港量级加大。纵观整个华东华

南甲醇库存。目前也处于绝对数值上的历史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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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区域看，江苏（太仓）及非太仓江苏区域（常州、南通、泰州）4月上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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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延后 4月中下到港量级大，港口罐容排至 5月底；而 MTO所在地浙江及华南两地

到港 4月上回升。反映了江苏罐容较满背景下，船货往华南及浙江倾斜的情况，然

而三地港口库存均已同期高位，罐容压力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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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海外地区逐步将经济重启列入4月底5月初的议程，海外开工目前仍然整体

偏高。伊朗存量装置不惧疫情基本处在开工，东南亚开工偏高，关注后续伊朗新增

供应压力：中东：keveh前期短停计划近期恢复，且计划恢复后负荷上提；伊朗新

增产能方面，busher仍在调试，Kimiya于4月中传出试车传闻关注5-6月实际出品情

况，欧美随着经济重启也将逐步恢复开工率有着较强预期。 

对比观察内外盘套利趋势，19年开始价内外价差就走在趋势向上的过程中，

2020年后全球甲醇价格都有所降低，但套利价差仍处于380元以上的范围内，4月份

继续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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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港口将继续面对高库存压力。 

图7：内外盘套利趋势               

 

MTO开工负荷不稳 甲醇 PP联动性加大 

图8：MTO月度开工率 

 

从MTO装置4月检修情况来看中长期下游需求承接一般。（1）兴兴3月2日进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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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4.7投料重启，提负中；（2）阳煤恒通4月5日检修20天；（3）神华榆林提前4

月5日进入检修，计划55天；（4）南京诚志二期于4月16正式兑现检修2周；（5）山

东联泓6成；（6）鲁西MTO装置低负荷运行；神华榆林4月计划检修45天。  

因全球疫情因素，口罩需求暴涨，具有防护性能的口罩核心在熔喷布。熔喷布

因各种因素限制，导致熔喷布的产能一直无力扩张，价格居高不下。4月价格一直

维持在 35-50万元/吨的高位。在这一背景下，很多不法商贩开始用普通设备和纤

维料来生产质量不达标的熔喷布。 

因 PP纤维料的暴涨导致石化厂家开始大批转产纤维料，压缩拉丝料产能。PP

纤维排产比例扩张 6倍，PP拉丝产量收缩 50%。也导致 4 月上旬 PP价格大涨的主

要因素.而作为  MTO 醇制烯烃的上游，甲醇价格也在上旬得到一定的炒作。加强

了和 PP的联动性，09甲醇多头炒作点主要是春季检修，同时港口压力一直压制盘

面上涨，所以甲醇迟迟没有强势的表现，4月底在原油期货反弹和聚烯烃联动下再

次走出一波反弹小行情。 

后续 5 月中石化、中石油熔喷布将批量上市，直接打压熔喷布价格；PP 价格

将会迎来正常价格回归后若出现大跌则势必拖累甲醇。 

2.3甲醇市场展望 

一季度结束后，上游煤炭供应趋于宽松，成本端对甲醇支撑力度减低。西北主

产区的煤头 4-5月份陆续检修也在供应端减缓了甲醇的压力。然而海外特别是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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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预

测来看未来沿海库存或将持续面对考验。MTO春检也影响了甲醇下游的需求承接，

同时要注意 5月份 PP再熔喷布批量生产后行情给甲醇带来的联动效应。 

策略：单边谨防港口压力下的二次探底，09合约可逢高在1850一带试空。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研究所力求准确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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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