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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高位震荡，聚烯烃偏弱整理 

趋势分析 

美 10 月 PPI 与 CPI数据表现远超预期，美债长端收益率抬升，通胀压

力或将影响美联储加息计划，风险资产价格回落；同时 OPEC+维持 40万桶/

日的产量增速不变，国际油市供给偏紧格局延续，美政府考虑释放储备油

打压油价，预计国际油价延续高位震荡，静待市场方向性指引。    

国内聚烯烃方面，近期原油、乙烯及煤炭价格下滑，成本面支撑转弱。

石化企业生产逐步稳定，两油库存有限消耗，出厂价多数维稳支撑，下游

厂家逢低采购，多空博弈，预计聚烯烃市场低位震荡。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201 合约上方 920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750-920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PP：后市来看 PP2201 预计延续偏弱震荡，8500 一带存有一定支撑，建

议投资者谨慎参与反弹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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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宏观概况 

1、全球疫情走势恶化 

截止 11月 12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人数超过 2亿 5243万人。

11 月 8 日美国重新向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国际旅客开放陆空边境，结束了

长达 20 个月的旅行禁令，此举令全球疫情形势再次复杂化。来自 33个国

家（包括英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者可以进入美国，

并且无需隔离，但是由于欧洲多国放松社交隔离措施导致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激增，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欧洲面临着新冠疫情死灰复燃的威胁。                                                                                                                                                                                                                                                                                                                                                                                                                                                                                                                                                                                                                                                                                                                                                                                                                                                                                                                                                                                                                                                                                                                                                                                                                                                                                                                                                                                                                                                                                                                                                                                                                                                                                                                                                                                                                                                                                                                                                                                                                                                                                                                                                                                                                                                                                                                                                                                                                                                                                                                                                                                                                                                                                                                                                                                                                                                                                                                                                                                                                                                                                                                                                                                                                                                                                                                                                                                                                                                                                                                                                                                                                                                                                                                                                                                                                                                                                                                                                                                                                                                                                                                                                                                                                                                                                                                                                                                                                                                                                                                                                                                                                                                                                                                                                                                                                                                                                                                                                                                                                                                                                                                                                                                                                                                                                                                                                                                                                                                                                                                                                                                                                                                                                                                                                                                                                                                                                                                                                                                                                                                                                                                                                                                                                                                                                                                                  

2、美 10 月 CPI 数据超预期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10 月 PPI 与 CPI 数据表现远超预期，由于生产

供应和劳动力短缺不断推高商品成本，使得企业持续提高消费品和服务的

价格，货物运输的拥堵更是加剧了社会通胀的压力。市场预期通胀高压或

将使美联储加快缩减购债规模、提早加息，当前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

上行，科技蓝筹股股价承压，债市交易员预计美联储最早将于明年 7 月或 9

月实施加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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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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油基本面概况 

1、供给面 

第 22 次 OPEC+部长级会议决定，维持今年 4 月 12 日 OPEC+第 10 次部

长级会议的决定，即 2021 年 12 月原油日均总产量上调 40 万桶。 

由于安哥拉和尼日利亚面临的生产困难状况频出，OPEC10 个月石油供

应量仅增加 14 万桶/日，仅为原计划的一半。其中安哥拉产量缩减 7 万桶，

降至 110 万桶/日，回落至今年早些时候达到的 14 年来低点；尼日利亚缩

减 6 万桶，降至 144 万桶/日，仅略高于 8 月创下的 5年来低点。 

2、需求面 

拜登政府宣布将实施新旅行规定，使美国、欧盟防疫规定更一致，并

借此促进大西洋航线复苏。市场认为，此政策有望进一步提高燃油需求，

原油每日消耗量有望增加 25 万桶。 

随着欧亚天然气价格暴涨，一些发电厂用石油产品取代天然气发电，

市场仍然担心石油供应会出现紧缺。11 月全球汽油消耗量将呈现季节性的

减少，原油、汽油和柴油价格在未来 100 天的表现将取决于北半球和亚洲

部分地区的冬季天气。眼下的能源危机尚未解除，加之卷土重来的疫情还

是令市场对于原油需求前景产生了担忧，全球的原油需求可能仍会受到牵

制。 

3、库存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5 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量周环比增长 100 万桶至 4.35 亿桶，比去年同期低 11%；汽油库存

周下降 156 万桶，馏分油库存周下降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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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8.2万桶，减少3.4

万桶。 

美国炼厂加工总量比前一周增加 34.3 万桶；炼油厂开工率 86.7%，比

前一周增加 0.4%。 

美 10 月 PPI 与 CPI数据表现远超预期，美债长端收益率抬升，通胀压

力或将影响美联储加息计划，风险资产价格回落；同时 OPEC+维持 40万桶/

日的产量增速不变，国际油市供给偏紧格局延续，美政府考虑释放储备油

打压油价，预计国际油价延续高位震荡，静待市场方向性指引。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11/8-11/14）国内 PE 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3.80 万吨，较上期损

失量减少 1.23 万吨。茂名石化低压、中韩石化二期低压、宁波华泰盛富全

密度装置停车；沈阳石化线性、华南某合资企业高压/老低压装置继续停车

检修中。下周茂名石化新高压装置检修，预计损失量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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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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东南亚和中国地区 PE 价格下跌。低压价格下跌，由于原油价格仍

居高位，生产商并不热衷于降低报价，买盘情绪一般；南亚市场在排灯节

假期后归于平静，该地区的市场交投清淡，本周价格走低。线性市场东南

亚市场交投有限采购兴趣疲软，另外由于中国国内行情下跌，预计未来出

口至东南亚的产品或将有所增加。亚洲高压市场本周价格下跌，由于需求

低迷，买家对价格的上涨表现出一定抵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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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化工 全密度 40 10 月 29日 11月 8日 停车检修 0.36 

沈阳石化 线性 10 10 月 12日 待定 停车检修 0.21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PP 供给面 

本周（11/8-11/14）国内聚丙烯检修损失量累计 6.02 万吨，较上周减

少 0.77 万吨。前期检修装置石家庄炼厂、中原石化一线、独山子石化两线、

延安能延化工等装置恢复生产。下周暂无计划内检修，预计未来检修损失

量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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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石化 PP 10 11 月 7日 11月 30日 临时停车 0.15 

延安炼厂 PP 10 11 月 3日 待定 故障停车 0.21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11/8-11/14）两油库存水平在 67.5 万吨，较上周高 1 万吨，较

去年同期高 3 万吨。进入四季度，装置计划性检修减少，年内新增装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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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已正常运行，整体供应面充裕，预计下周石化库存或去化缓慢。 

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11月 4日 11月 11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66.5 67.5 +1.5%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3、PE 需求面 

本周（11/8-11/14）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52%左右，较上周持平。棚

膜需求放缓，但由于前期“限电”部分农膜订单交付延迟，目前中大型企

业订单积累尚可，平稳生产，开工维持在 50%-80%，其他中小企业生产一般。

地膜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功能性地膜及储备生产，中大企业开工 3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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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59% 0 

华东 45% 50% 0 

华南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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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周

内原料价格小幅上涨后僵持偏弱运行，部分塑编企业利润仍表现一般，牵

制企业开工进程；加之目前塑编企业终端订单跟进不足，场内成交量有限，

亦一定程度打击塑编厂家开工积极性，部分企业小降负荷，整体开工率小

幅下降。 

BOPP: 国内 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60.93%左右， BOPP 价格稳中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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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新单成交无明显改善，下游多按需采购，成交重心持续降低；当前

膜厂整体降负荷行为已有减少，企业未交付订单多数在一周左右，部分至

11 月中下旬，故多积极开工，交付累积订单。 

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美 10 月 PPI 与 CPI数据表现远超预期，美债长端收益率抬升，通胀压

力或将影响美联储加息计划，风险资产价格回落；同时 OPEC+维持 40万桶/

日的产量增速不变，国际油市供给偏紧格局延续，美政府考虑释放储备油

打压油价，预计国际油价延续高位震荡，静待市场方向性指引。 

国内聚烯烃方面，近期原油、乙烯及煤炭价格下滑，成本面支撑转弱。

石化企业生产逐步稳定，两油库存有限消耗，出厂价多数维稳支撑，下游

厂家逢低采购，多空博弈，预计聚烯烃市场低位震荡。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201 合约上方 920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750-920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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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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后市来看 PP2201 预计延续偏弱震荡，8500 一带存有一定支撑，建

议投资者谨慎参与反弹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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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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