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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需求疲软，聚烯烃区间震荡

趋势分析

随着“圣诞”与“元旦”的临近，原油市场的交投将趋于清淡，油价的波动

减弱。受英国新冠变异病毒失控影响，国际市场乐观情绪回落，市场担心

病毒影响原油需求预期，预计国际油价短期震荡偏弱。

聚烯烃方面，近期两油出厂价陆续下调，市场资源成本支撑减弱。临

近年底岁末，石化及多数合约商销售计划完成，市场炒作气氛有限，下游

需求受天气及环保政策收紧影响，需求疲软，市场交投僵持。预计短期聚

烯烃市场维持区间震荡。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105 合约上方 805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7550-805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PP: PP2105 合约短线偏空震荡，预计波动区间在 8000-8300，建议投

资者持续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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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宏观概况

1、全球疫情冲击持续

截止 12 月 25 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人数超 7970 万人，英国

发现新冠病毒变种毒株，传播速度较以往迅速提升，多国也宣布对英国采

取关闭边境、停飞往返航班、禁止英航班入境等措施。截至目前，美国累

计新冠确诊病例数已超 1911 万，死亡病例数超 33 万；英国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数已超 219 万，死亡病例数超 6.9 万。目前尚不清楚变种病毒会不会影

响疫苗的治疗效果；新冠病毒变种造成市场大幅恐慌，打压经济复苏信心。

二、原油基本面概况

1、供给面

OPEC+组织: 沙特国内炼油厂原油产量增加 4.8 万桶/日，至 240.2 万桶

/日；此外沙特 10 月原油库存增加 67.6 亿桶，至 1446.59 亿桶。

俄罗斯打算在OPEC 组织下月的会议上支持进一步提高石油产量。截至

目前，俄罗斯方面认为OPEC 及其盟友在 2月份提高产量 50 万桶/日是合理

的。

图 1：全球疫情新增确诊病例走势图 图 2：美国疫情新增确诊病例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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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面

原油市场需求面利空压力增加，疫情严峻形势打击了市场的乐观情绪，

随着英国传出病毒变异的消息，加之多国强化封锁措施，原油需求复苏前

景的不确定性再次攀升。

新冠肺炎疫情终结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美国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第二季度创纪录萎缩 31.4%。未来几个月美国

疫情和经济形势仍相当严峻，亟须为民众和企业提供额外财政支持渡过这

段困难时期。他预计到 2021 年第二季度末才会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接

种疫苗，随后多数消费者才会放心外出参加各种经济活动，美国经济要到

下半年才会实现强劲增长。

3、库存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12 月 18 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量周环比下降 56 万桶至 4.99 亿桶，比去年同期高 13.18%；汽油库

存周下降 113 万桶，馏分油库存周下降 233 万桶。

美国炼厂加工总量比前一周减少 16.9 万桶；炼油厂开工率 78%，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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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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下降 1.1%。

随着“圣诞”与“元旦”的临近，原油市场的交投将趋于清淡，油价的波动

减弱。受英国新冠变异病毒失控影响，国际市场乐观情绪回落，市场担心

病毒影响原油需求预期，预计国际油价短期震荡偏弱。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12/21-12/27）国内 PE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1.90 万吨，较上周损失

量减少 0.33 万吨。中韩石化低压装置重启，燕山石化新高压停车小修，独

山子石化老全密度双线、齐鲁石化低压线仍在停车中，中韩石化线性装置

重启，预计下周损失量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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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石化 低压线 14 12 月 16 日 待定 停车检修 0.3

中韩石化 全密度 60 10 月 15 日 12 月 25 日 停车检修 1.26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虽然由于集装箱短缺和海运运费高昂，美国对亚洲的 PE供应减少，但

岁末年终，国内部分市场参与者担心欧洲新一轮的疫情可能促使更严格的

封锁政策，影响塑料制品的出口需求，导致下游订单跟进不足，加之当前

价格偏高，买家心态谨慎，多按需采购，因此周内亚洲 PE 价格稳中部分

松动，美金市场成交延续弱势。在国内，限塑令的分阶段实施令 HDPE 袋

制造商在等待更明确的指引时表现谨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低压膜需求，

以及部分地区工厂受节能限电、环保督查影响开工下滑，整体需求有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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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2、PP 供给面

本周（12/21-12/27）国内聚丙烯装置检修损失量 2.8 万吨，周内武汉石

化老装置和中韩石化两线按计划正在重启，燕山石化一线短停后恢复生产。

云天化、独山子小乙烯装置持续停车。下周目前暂无检修计划，检修损失

量将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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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石化 PP 12 10 月 15 日 12 月 23 日 计划停车 0.25

中韩石化 PP 40 10 月 16 日 12 月 24 日 计划停车 0.78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12/21-12/27）两油早库在 62 万吨，同比去年高 0.5 万吨。后市

来看，北方环保政策加重，下游工厂开工率堪忧，下游拿货积极性一般。

预计两油库存未来 1-2 周去化压力增加。

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12 月 17 日 12 月 24 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62.5 62 -0.8%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3、PE 需求面

本周（12/21-12/27）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29%左右，较上周下滑 10%。

北方地区环保形势严峻，农膜企业停产、限产呈常态，开工明显下滑，部

分棚膜企业订单交付受影响。南方地区农膜需求尚可，部分中大型企业订

单积累较多，开工 40%-60%。地膜需求淡季，由于环保督查及“限塑令”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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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双重压力，地膜储备生产不畅，较往年开工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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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5% -14%

华东 49% 45% -4%

华南 44% 40% -4%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4、PP 需求面

塑编：国内塑编行业开工率较上周降低，平均开工率下降至 44.00%。

据悉华北地区冬季环保督查以及华东地区限电政策进一步升级导致华北地

区部分小型塑编工厂停工，华东塑编企业也有不同程度的降负现象。另一

方面山东及江浙地区原料价格仍偏高，塑编企业利润一般，加之临近年底

且部分地区疫情反复，终端订单跟进有限。

BOPP: 国内 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59.87%，较上周减少 0.25%，影

响开工率的主要因素是北方环保及南方限电问题。

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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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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圣诞”与“元旦”的临近，原油市场的交投将趋于清淡，油价的波动

减弱。受英国新冠变异病毒失控影响，国际市场乐观情绪回落，市场担心

可能影响原油需求预期，预计国际油价短期震荡偏弱。

聚烯烃方面，近期两油出厂价陆续下调，市场资源成本支撑减弱。临

近年底岁末，石化及多数合约商销售计划完成，市场炒作气氛有限，下游

需求受天气及环保政策收紧影响，需求疲软，市场交投僵持。预计短期聚

烯烃市场维持区间震荡。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105 合约上方 805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7550-805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PP: PP2105 合约短线偏空震荡，预计波动区间在 8000-8300，建议投

资者持续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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