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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承压下行，聚烯烃偏弱整理 

趋势分析 

美联储 7 月纪要透露出缩减购债规模的讨论，市场担忧情绪加剧，美

元指数走强，原油等风险资产遭遇重挫；OPEC+产油国陆续增产，页岩油产

业也呈现复苏迹象，供给缺口进一步缩窄；此外新冠变异毒株肆虐全球，

给原油需求增长前景蒙上阴影，近期国际油价下行压力较大，预计国际油

价震荡偏弱。     

国内聚烯烃市场，国际油价高位回落，成本支撑转弱。两油库存消耗

有限，标品供应逐步宽松，成交难度加大，商家报盘让利。近期利好消息

不足，虽有石化检修装置支撑，但下游需求难有好转，成交未能放量，预

计聚烯烃市场偏弱整理。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201 合约上方 825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000-825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PP：PP2201 合约受宏观面偏弱影响还在，将偏弱调整，建议投资者设

好止损的前提下，尝试高抛低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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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宏观概况 

1、全球疫情走势恶化 

截止 8 月 20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人数超过 2亿 1069 万人，

数据显示，美国、印度、伊朗、巴西、英国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五个

国家；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美国、印度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

五个国家。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有重新抬头的趋势，满负荷运转的医

院又一次陷入崩溃边缘。全美有 583家医院拥有重症监护室，其中至少 95%

的床位已满，德尔塔毒株又一次考验美国卫生系统。                                                                                                                                                                                                                                                                                                                                                                                                                                                                                                                                                                                                                                                                                                                                                                                                                                                                                                                                                                                                                                                                                                                                                                                                                                                                                                                                                                                                                                                                                                                                                                                                                                                                                                                                                                                                                                                                                                                                                                                                                                                                                                                                                                                                                                                                                                                                                                                                                                                                                                                                                                                                                                                                                                                                                                                                                                                                                                                                                                                                                                                                                                                                                                                                                                                                                                                                                                                                                                                                                                                                                                                                                                                                                                                                                                                                                                                                                                                                                                                                                                                                                                                                                                                                                                                                                                                                                                                                                                                                                                                                                                                                                                                                                                                                                                                                                                                                                                                                                                                                                                                                                                                                                                                                                                                                                                                                                                                                                                                                                                                                                                                                                                                                                                                                                                                                                                                                                                                                                                                                                                                                                                                                                                                                                                                                                                                                    

2、美联储公布 7 月政策会议纪要 

7 月美联储的会议记录,显示央行政策制定者已经计划开始减少每月债

券购买。会议纪要指出，如果经济能够像他们预期的取得“实质性进展”，

今年开始降低资产购买速度是合适的。对于通胀、经济前景的分歧使得联

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何时以及以何速度减少资产购买的问题上暂时

无法达成共识。目前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相当高，疫苗接种进度放缓以及变

异毒株发展对经济构成的下行风险，使得部分成员认为需要保留货币政策

图 1：全球日新增确诊病例走势图 图 2：全球疫情分布图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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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修复大流行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损害，资产购买依然有效。 

二、原油基本面概况 

1、供给面 

OPEC 月报：预计 2021 年非 OPEC 液态产品日均产量 6400 万桶，增长

110 万桶；7 月 OPEC 原油日均产量 2666 万桶，比 6 月份日均增加 64 万桶。 

高盛公司已将短期内全球石油缺口预估从 230 万桶/日降至 100 万桶/

日，因为 8 月和 9月的需求势将下降。但撇开 Delta 病毒的不利因素，高 

EIA 预计 9 月份美国页岩油产量将增加至 810 万桶/日，为 2020 年 5

月以来最高。 

2、需求面 

高盛：将未来两个月的需求预测下调 100 万桶/日，至 9780 万桶/日，

7 月份的时候预期是 9840 万桶/日。 

EIA 预计 2021 年美国汽油消费量平均为 880 万桶/天，高于 2020 年的 

800 万桶/天。尽管如此，EIA 表示，由于在家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美国的

汽油消费量在 2022年之前仍将低于 2019 年的水平。 

摩根大通：将8月和9月中国每日石油需求预期分别下调了 6万桶和 42 

万桶，预计 8 月份全球石油需求为平 9830 万桶/天，9 月 9790 万桶/天；

第四季度为 9940 万桶/天。 

3、库存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8 月 13 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量周环比下降 323 万桶至 4.35 亿桶，比去年同期低 15%；汽油库存

周增长 70 万桶，馏分油库存周下降 270 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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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原油库存 3359.5万桶，减少 98

万桶。 

美国炼厂加工总量比前一周减少 19.1 万桶；炼油厂开工率 92.2%，比

前一周增加 0.4%。 

美联储 7 月纪要透露出缩减购债规模的讨论，市场担忧情绪加剧，美

元指数走强，原油等风险资产遭遇重挫；OPEC+产油国陆续增产，页岩油产

业也呈现复苏迹象，供给缺口进一步缩窄；此外新冠变异毒株肆虐全球，

给原油需求增长前景蒙上阴影，近期国际油价下行压力较大，预计国际油

价震荡偏弱。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8/16-8/22）国内 PE 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5.26万吨，较上期损失

量减少 0.17万吨。福建炼化全密度一线、上海某企业线性、中沙天津低压、

烟台万华全密度装置停车；齐鲁石化高压、黑龙江海国龙油全密度、北方

华锦低压装置继续停车检修中。下周暂无装置计划检修，预计损失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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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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韩国和中东地区部分供应商降低开工，同时更倾向于销售

至价格更高的欧美地区，而国内疫情多点发生抑制下游需求，各港口加强

检疫限制措施阻碍装运，且内外盘延续倒挂，买家面对高价进口资源采购

意愿较低，亚洲 PE价格稳中部分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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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沙天津 低压 30 8 月 16日 8月 18日 停车检修 0.18 

北方华锦 低压 30 7 月 15日 8月底 停车检修 0.63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PP 供给面 

本周（8/16-8/22）国内聚丙烯检修集中，损失量累计 8.93 万吨，较

上周增加 2.35 万吨。利和知信、华北石化、大庆炼化按计划进行检修，广

东巨正源两线装置临时停车。前期检修装置中煤蒙大和独山子石化三线、

延安能源化工、海国龙油装置重启。下周北方华锦、洛阳石化一线、中海

壳牌二期、华北石化预计重启，整体检修损失量或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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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煤蒙大 PP 30 7 月 15日 8月 17日 计划停车 0.36 

洛阳石化 PP 9 8 月 2日 8月 23日 计划停车 0.19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8/16-8/22）两油库存水平在 70.5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1.5 万

吨。石化价格调涨带动市场持续上涨为主，但终端需求跟进疲软，下游生

产工厂对不断上涨的高价原料采购心态谨慎，市场成交阻力增加。部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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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装置投产，供应增加下，上游库存去化有限。 

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8月 12日 8月 19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69.5 70.5 +1.44%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3、PE 需求面 

本周（8/16-8/22）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23%左右，较上周涨 1%。农

膜价格上涨，棚膜订单跟进放缓，部分中大企业订单积累 7-15 天，开工较

平稳维持在 30%-60%，大厂量大，其他中小企业开工率在 10%-20%。大蒜地

膜需求逐步跟进，开工企业增加，部分企业日产量 5-10吨。白膜需求偏弱，

订单不足，企业低负荷生产或阶段性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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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1% 

华东 20% 20% 0 

华南 1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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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明显变动，平均开工率仍维持在 

49.89%。原料价格整体僵持为主，后期价格小幅走跌，但尽管如此塑编行

业整体利润仍表现不佳，且目前处于季节性需求淡季，受此影响，塑编企

业订单跟进不足，制品销售难度大，塑编行业整体开工积极性一般，维持

正常运行为主，整体开工平稳运行。因此综合来看塑编业者心态一般，整

体开工暂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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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 国内BOPP厂家平均开工率维持在60.84%左右，与上周维持稳定。

BOPP 区间整理为主，成交延续刚需，多零星小单，接单情况一般。膜企整

体订单充足，多数排单至八月底，尤其是薄膜及消光膜厂家，部分已排单

至九月中上旬。 

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美联储 7 月纪要透露出缩减购债规模的讨论，市场担忧情绪加剧，美

元指数走强，原油等风险资产遭遇重挫；OPEC+产油国陆续增产，页岩油产

业也呈现复苏迹象，供给缺口进一步缩窄；此外新冠变异毒株肆虐全球，

给原油需求增长前景蒙上阴影，近期国际油价下行压力较大，预计国际油

价震荡偏弱。 

国内聚烯烃市场，国际油价高位回落，成本支撑转弱。两油库存消耗

有限，标品供应逐步宽松，成交难度加大，商家报盘让利。近期利好消息

不足，虽有石化检修装置支撑，但下游需求难有好转，成交未能放量，预

计聚烯烃市场偏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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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201 合约上方 825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000-825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PP：PP2201 合约受宏观面偏弱影响还在，将偏弱调整，建议投资者设

好止损的前提下，尝试高抛低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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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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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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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190号华邦世贸中心超高层写字楼 40、41层 

电话：400-882-0628、62839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