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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支撑偏强，聚烯烃高位运行 

趋势分析 

欧洲能源危机造成原油供给区域紧张，假期 Brent 油价冲破 80 美元/

桶关口，叠加 OPEC+维持增产步伐，市场看涨情绪高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EIA 库存数据连续增长，国际油市供需平衡逐渐恢复，预计短期油市延续高

位震荡，消化前期涨幅为主。    

聚烯烃方面，节后石化价格上调，市场商家报盘跟涨。受双控及限电

等政策性影响，煤炭供应仍偏紧张，对上游石化生产企业开工影响较大，

供应预期减少；同时下游企业开工同样受限，终端对高价原料采购态度谨

慎，维持刚需为主。预计节后聚乙烯市场价格延续高位运行。 

 

投资策略： 

PE：PE 成本支撑偏强，下游开工负荷受限电影响下降，但仍有旺季背

景作为支撑，工厂刚需采购仍存，进口窗口有开启风险，建议严格止损，

逢低做多。 

PP：后市来看 PP2201 合约价格预计总体偏强走势不改，高位震荡为主。

建议设好止损的前提下，逢低做多相机而动，警惕价格冲高后波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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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宏观概况 

1、全球疫情走势恶化 

截止 10 月 8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人数超过 2亿 3732 万人。

世卫组织宣布启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希望年底前为全球 40%的人口接

种新冠疫苗，明年年中为全球 7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该战略需要至少

110 亿剂新冠疫苗，现在全球每月平均生产近 15 亿剂新冠疫苗，若能公平

分配疫苗，将有足够疫苗实现这一战略；IMF《财政监测报告》表示，为抗

击新冠疫情而采取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措施后，各国政府应开始计划恢复

更可持续的预算，并制定赢得投资者信任的政策。但 IMF 表示，每个国家

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确定适当的财政整顿时机和步伐。                                                                                                                                                                                                                                                                                                                                                                                                                                                                                                                                                                                                                                                                                                                                                                                                                                                                                                                                                                                                                                                                                                                                                                                                                                                                                                                                                                                                                                                                                                                                                                                                                                                                                                                                                                                                                                                                                                                                                                                                                                                                                                                                                                                                                                                                                                                                                                                                                                                                                                                                                                                                                                                                                                                                                                                                                                                                                                                                                                                                                                                                                                                                                                                                                                                                                                                                                                                                                                                                                                                                                                                                                                                                                                                                                                                                                                                                                                                                                                                                                                                                                                                                                                                                                                                                                                                                                                                                                                                                                                                                                                                                                                                                                                                                                                                                                                                                                                                                                                                                                                                                                                                                                                                                                                                                                                                                                                                                                                                                                                                                                                                                                                                                                                                                                                                                                                                                                                                                                                                                                                                                                                                                                                                                                                                                                                                                  

2、中美瑞士会晤释放缓和信号 

10 月 6 日杨洁篪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双方同意

采取行动，落实 9月 10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加强战略沟通，避免冲突对

抗。美方表示，中美关系具有多面性和不确定性的，既有竞争和对抗性，

也有可以合作的领域，美国希望在今后通过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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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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中的摩擦，促进在一些领域的合作。 

二、原油基本面概况 

1、供给面 

根据 OPEC+最新会议结果，各成员国仍然坚持每月 40 万桶的计划逐步

增产，原油市场供应仍保持紧张趋势。 

为跟上石油需求增长的步伐，OPEC 9 月恢复了更多闲置产能，根据调

查，OPEC 原油日产量增加 36 万桶，至 2,749 万桶。 

2、需求面 

随着全球原油需求正从疫情的影响中恢复，且需求增长速度超出此前

市场预期，欧美各国放宽旅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需求淡季对油价的

利空影响。由于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天然气价格的飙升引发了投资者对

原油将被用作替代能源从而令需求快速增加的担忧。此外，为保证取暖及

用电需求，市场预期中国在入冬前可能不惜代价增加能源采购，提振能源

需求预期。 

3、库存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10 月 1 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量周环比增涨 215 万桶至 4.20 亿桶，比去年同期低 14.6%；汽油库

存周增长 325 万桶，馏分油库存周下降 40万桶。 

备受关注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原油库存 3551.9 万桶，增长

154.8 万桶。 

美国炼厂加工总量比前一周增加 33 万桶；炼油厂开工率 89.6%，比前

一周增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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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能源危机造成原油供给区域紧张，假期 Brent 油价冲破 80 美元/

桶关口，叠加 OPEC+维持增产步伐，市场看涨情绪高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EIA 库存数据连续增长，国际油市供需平衡逐渐恢复，预计短期油市延续高

位震荡，消化前期涨幅为主。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10/1-10/10）国内 PE 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4.35 万吨，较上期损

失量减少 0.72 万吨；受双控及限电政策影响，部分装置开工负荷较低，周

内损失量约 1.23 万吨。齐鲁石化全密度、浙江石化低压装置停车；神华包

头全密度、连云港石化低压装置继续停车检修中。下周暂无新增检修装置，

预计损失量减少。    

原油价格上涨、海运成本高昂、进口资源供应持续偏紧、下游需求旺

季，外商无销售压力，报盘续涨。亚洲 PE价格多数上涨，高压涨幅明显。

“能耗双控”政策制约上下游企业开工，供需两受限，适逢国庆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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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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工厂刚需补仓，高价成交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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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能化 低压 45 9月 1日 计划 45天 停车检修 0.95 

浙江石化 低压 30 9 月 30日 待定 停车检修 0.09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PP 供给面 

本周（10/1-10/10）国内聚丙烯检修损失量累计 7.36 万吨。中原石化 

MTO 停车，1PP 停车；浙石化一线、东华能源一期、广东巨正源等装置限电

临时停车。大唐多伦产线推迟开车。海国龙油 20 万吨装置重启，烟台万华、

齐鲁石化装置近期重启。下周预计整体检修损失量或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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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石化 PP 45 9 月 24日 待定 故障停车 0.95 

东华能源 PP 40 9 月 28日 待定 计划检修 0.36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10/1-10/10）两油库存水平在 10月 8 日两油库存为 87.5 万吨，

较节前累库 25 万吨。国内双控以及多地限电影响下，石化装置降负荷运行

持续，对 10 月双控政策预期将持续加码，对未来供应减少预期下，市场价

格持续大幅走高，提振市场商家心态。 

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9月 30日 9月 23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62.5 87.5 +40%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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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E 需求面 

本周（10/1-10/10）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41%左右，较上周持平，农

膜开机率较往年同期偏弱。原料价格继续走高，临近国庆，部分中小型地

膜企业储备生产暂停，停机放假，其他中大企业完成订单生产为主，开机 

20%-60%。部分地区“限电”政策持续，当地农膜企业开机不稳，棚膜需求

旺季，企业订单积累较多，部分中大企业日产量维持在 50-100 吨不等，

个别大厂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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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48% -1% 

华东 31% 33% +2% 

华南 2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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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下降，平均开工率维持在 50.89%。山

东上游原料价格持续走高，塑编企业利润逐步萎缩，部分企业降负生产以

维持正常开工；江浙原料价格亦延续高位，不过因维持正常订单，塑编企

业利润尚可，不过受限电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降负，故开工小幅下降。 

BOPP: 国内 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61.10%左右，与上周相比小幅下

降。BOPP 价格持续上行，成交价格整体上移，前半周新单跟进有放量，高

价后成交略有减少，加之限电政策持续发酵，部分地区有新增降负荷行为，

开工情况需进一步关注。故整体开工率有所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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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欧洲能源危机造成原油供给区域紧张，假期 Brent 油价冲破 80 美元/

桶关口，叠加 OPEC+维持增产步伐，市场看涨情绪高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EIA 库存数据连续增长，国际油市供需平衡逐渐恢复，预计短期油市延续高

位震荡，消化前期涨幅为主。 

聚烯烃方面，节后石化价格上调，市场商家报盘跟涨。受双控及限电

等政策性影响，煤炭供应仍偏紧张，对上游石化生产企业开工影响较大，

供应预期减少；同时下游企业开工同样受限，终端对高价原料采购态度谨

慎，维持刚需为主。预计节后聚乙烯市场价格延续高位运行。 

投资策略： 

PE：PE 成本支撑偏强，下游开工负荷受限电影响下降，但仍有旺季背

景作为支撑，工厂刚需采购仍存，进口窗口有开启风险，建议严格止损，

逢低做多。 

PP：后市来看 PP2201 合约价格预计总体偏强走势不改，高位震荡为主。

建议设好止损的前提下，逢低做多相机而动，警惕价格冲高后波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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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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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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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