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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区间震荡，聚烯烃高位坚挺

趋势分析

美油库存下降以及炼厂开工率大幅提升表明原油消费持续增加，但需

求回升的边际效应正逐步减弱。预计国际油价短期内维持区间震荡。

聚烯烃方面，近期市场单边指引消息有限，进入 7月份，预计下游需

求缓慢提升。国内石化装置生产变化不大，两油去库存速度放缓，预计近

期市场价格高位坚挺为主。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连塑主力 L09 合约上方 7100 附近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

间在 6850-7100，建议多单谨慎操作。

PP: PP09 合约短线冲高，注意回落风险，预计波动区间在 7400-7700。

建议投资者多单逢低介入，严格控制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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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宏观概况

1、全球疫情形势发展

截止 7月 5 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人数超 1132 万人，总体感

染人数仍在增加。发展中国家虽然增长数据较发达国家偏低，但实际情况

可能更糟，确症病例人数与检测成线性关系，表明存在大量潜在未检测病

例。而发达国家如美国疫情感染人数上升明显，一方面是检测规模不断扩

大，另一方面复工带来新的疫情扩散风险。全球疫情风险仍在持续。

2、国内经济表现平稳

南方地区受连日来阴雨洪涝影响，建筑业新增投资预计下滑。水泥库

容比回升，钢价坚挺均反映新增地产开工偏强；沥青炼厂出货顺畅表明交

运类基建投资受损不大。此外，铜价持续坚挺也验证这电网投资仍然很强。

消费数据恢复有限。据乘联会反映，6月乘用车零售同比下滑 22%，进

入消费淡季后汽车零售销量跌幅环比明显扩大；由于国际油价持续回升，

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涨。

六大发电集团耗煤量增速较上月有所放缓，同比增长 1.1%。国家电网

图 1：国外疫情新增趋势图 图 2：美国: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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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6月上旬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约 9.1%，超过工业增加值增幅，

显示工业生产依然维持较快增长。

二、原油基本面概况

1、供给面

OPEC+组织: 据悉沙特在 5 月将其产量削减至规定的 850 万桶/日。海

湾其他国家科威特和阿联酋也将产量削减至所需水平，OPEC 在 6月的石油

产量降至 20 年来最低水平，尽管伊拉克和尼日利亚未完全履行减产配额。

根据市场机构计算，6 月俄罗斯的原油日产量为 852 万桶/日；在 5 月

份减产履约率达到 96%之后，俄罗斯在 6 月加大了减产力度，原油产量进

一步接近OPEC+产量目标。

美国：据 Bake Huges 数据显示，截至 7月 2 日当周，美国活跃石油钻

机数量减少 3座至 185 座，至 2009 年 6 月以来最低。

2、需求面

美国鲍威尔警告，第二次疫情爆发可能会削弱信心，还可能迫使政府

和民众暂停经济活动。虽然 5 月的就业和零售数据好于预期，显示美国经

济正在复苏，但零售和旅游等行业还需要联邦政府的额外救助。美国经济

发展的路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遏制疫

情。在疫情得到控制、人们有信心恢复正常活动之前，美国经济全面复苏

是不可能的。

欧洲方面，经济发展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欧洲国家，正在筹划“后

疫情”时代的重建计划。欧盟于 6月 25 日公布 2021 财年预算草案时强调，

要力促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创造就业机会，加强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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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相约翰逊6月 30日提出了增加就业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经济重

建计划。

3、库存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周报数据，截止 6月 26 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量周环比下降 720 万桶；美国汽油库存周环比增长 120 万桶；馏分

油库存周环比下降 59 万桶。原油库存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沙特的高原油

进口基本结束，炼厂开工率大幅提升。美国炼厂产能利用率持续提升至

75.5%，原油加工量增加 19.3 万桶/日，

总而言之，美油库存下降以及炼厂开工率大幅提升表明原油消费持续

增加，但需求回升的边际效应正逐步减弱。预计国际油价短期内维持区间

震荡。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6/29-7/5）国内 PE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5.39 万吨，较上期损失量

减少 3.63 万吨。本周燕山石化老高压二线/中煤榆林全密度/齐鲁石化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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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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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石化低压装置停车；中天合创/中沙天津/天津联化/延长榆能化/茂名石

化仍在停车中；下周宁夏宝丰停车检修，供应略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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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壳牌 线性 30 5 月 27 日 待定 停车检查 0.63

神华宁煤 全密度 45 5 月 6 日 6 月 17 日 停车待料 0.95

茂名石化 高压 36 6 月 7 日 6 月 10 日 停车待料 0.62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亚洲聚乙烯价格除低压注塑外继续上涨，目前东南亚到岸价格高于中

国。伊朗国航多艘货船由于受美国制裁，仍无法停靠港口卸货，聚乙烯市

场高、低压膜料供应依旧紧张，价格坚挺上扬。印尼供应商由于 Chandra Asri

的线性装置检修以及国内价格高于出口价格，取消了一批对中国的线性订

单，贸易商反映对后续的低压订单也有一定影响。听闻由于中印关系紧张

加剧，后续印度料也有延期的可能。

2、PP 供给面

本周（6/29-7/5）国内聚丙烯装置检修损失量 4.13 万吨，周内大连有机

新线重启，蒲城清洁能源本周自上游陆续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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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能源 PP 40 6 月 1 日 6月 8 日 临时停车 0.36

中天合创 PP 70 6 月 4 日 7月 2 日 计划停车 1.48

燕山石化 PP 6 6 月 8 日 待定 计划停车 0.07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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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联合老线、宁夏石化和独山子二线按计划停车。中景石化装置待

料短期停车。天津中沙、天津联合近期计划重启。后期虽然检修利好仍在，

但是随着中科炼化、宝来石化产能逐步释放，供应面压力不减。

本周（6/29-7/5）两油库存在 67 万吨，较上周末减少 5.5 万吨，比去

年同期库存低 4万吨。进入 7 月份，部分代理商开单拿货，两油库存开始

呈现去化趋势。后市来看，塑料市场震荡整理，无明显指向，下游拿货积

极性较差，货源消化缓慢。当前装置检修仍旧集中，供应端压力不大。部

分检修装置重启，供应端压力回升，预计未来 1-2 周，两油库存或有小幅

增加风险。

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6月 28 日 7 月 2 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72.5 67 -7.59%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3、PE 需求面

本周（6/29-7/5）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13%左右，较上周上涨 3%。

农膜仍处于需求淡季，部分中大型企业棚膜储备订单少量跟进，主要是以

下游经销储备订单和企业成品库存生产为主，其他企业停机或阶段性开工，

开机率增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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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4% +4%

华东 8% 10% +2%

华南 8% 8% 0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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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P 需求面

塑编：国内塑编行业开工率与上周持平，平均开工率维持在 52.22%。

山东地区周内原料价格偏强运行为主，导致塑编企业利润进一步收窄，当

地塑编行业整体开工低位运行；江浙地区塑编行业在下游日常硬性需求支

撑下多维持正常开工。

BOPP: 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53.22%，较上周微增，整体看，近期成

交依旧偏淡，下游跟进不足，厂家开工维持较低负荷。目前厂家库存压力

尚可，不急于让利出库。后期随着下游订单增加，开工率或将小幅上扬。

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美油库存下降以及炼厂开工率大幅提升表明原油消费持续增加，但需

求回升的边际效应正逐步减弱。预计国际油价短期内维持区间震荡。

聚烯烃方面，近期市场单边指引消息有限，进入 7月份，预计下游需

求缓慢提升。国内石化装置生产变化不大，两油去库存速度放缓，预计近

期市场价格坚挺高位为主。

图 5，国内塑编行业开工率 图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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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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连塑主力 L09 合约上方 7100 附近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

间在 6850-7100，建议多单谨慎操作。

PP: PP09 合约短线冲高，注意回落风险，预计波动区间在 7400-7700。

建议投资者多单逢低介入，严格控制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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