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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投放在即，聚烯烃弱势下行 

趋势分析 

美国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市场加息情绪浓厚；疫情干扰下，美油季节

性需求下滑，OPEC+会议的产量政策维持不变，原油供需格局转弱；预计国

际油价维持震荡偏弱，中期伊核谈判、俄乌局势等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国内聚烯烃方面，煤炭及甲醇市场持稳运行，由原料端带来的恐慌情

绪有所减弱，石化出厂价格多数下调，市场交投气氛偏弱。中间商多让利

出货为主，下游刚需采购，心态谨慎。随需求转弱，供应端压力有所增加，

临近年底，石化考核压力及资金回笼等影响，预计聚烯烃市场弱势运行。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201 合约上方 860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200-8600，预计短期偏弱震荡，建议偏空思路对待。 

PP：后市来看 PP2201 合约价格短期偏弱震荡，建议参与 05 合约空单，

严格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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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宏观概况 

1、变异毒株 Omicron 来袭 

截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74906 例，达到

26859 万例；数据显示，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波兰是新增确诊病例

数最多的五个国家；美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墨西哥是新增死亡病

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美国的新冠肺炎病例和住院人数再度激增，多州住

院人数激增，住在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地区并不能保证人们与病毒绝缘。                                                                                                                                                                                                                                                                                                                                                                                                                                                                                                                                                                                                                                                                                                                                                                                                                                                                                                                                                                                                                                                                                                                                                                                                                                                                                                                                                                                                                                                                                                                                                                                                                                                                                                                                                                                                                                                                                                                                                                                                                                                                                                                                                                                                                                                                                                                                                                                                                                                                                                                                                                                                                                                                                                                                                                                                                                                                                                                                                                                                                                                                                                                                                                                                                                                                                                                                                                                                                                                                                                                                                                                                                                                                                                                                                                                                                                                                                                                                                                                                                                                                                                                                                                                                                                                                                                                                                                                                                                                                                                                                                                                                                                                                                                                                                                                                                                                                                                                                                                                                                                                                                                                                                                                                                                                                                                                                                                                                                                                                                                                                                                                                                                                                                                                                                                                                                                                                                                                                                                                                                                                                                                                                                                                                                                                                                                                                  

 

2、外需持续增长 

2021 年国内经济增长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出口贸易的稳健增长，疫情暂

停了成本导向下的全球制造业转移进程，许多国家的制造业体系受到毁灭

性打击；此时中国良好的防疫成果和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是吸引海外订单回

流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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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C+第 23 次会议决定将 2022 年 1 月的整体日均原油总产量上调 40

万桶。11月份 OPEC+原油日产量 27.74万桶，比 10月份日均增加 22 万桶，

但是仍然低于限产协议允许的上限日均可以增加 25.4 万桶。OPEC+意外维

持 40万桶的原油产量增幅政策，叠加了以美国为首的原油消费国共同释储，

令原油供应压力增加。 

OPEC闲置产能相比该组织若决定暂停增产的情形将出现更快减少，如

果没有达成协议以允许明年有更多伊朗石油进入市场。但 OPEC+也留了道

“后门”，即如市场发生变化，可以临时调整产量政策。 

2、需求面 

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的限制，但大多数

地区的整体活动前景仍然乐观，价格以温和到强劲的速度上涨，各经济部

门普遍出现价格上涨。由于对原材料的强劲需求、物流挑战和劳动力市场

紧张，投入成本出现了广泛的增长。近期奥密克戎的出现对美国经济和就

业构成下行风险，同时增加了通胀的不确定性，并加剧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3、库存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12 月 3 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量周环比下降 24万桶至 4.32亿桶，比去年同期低 14%；汽油库存周

增长 388万桶，馏分油库存周增长 273 万桶。 

备受关注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原油库存 3091.7 万桶，增长

237.3 万桶。美国炼厂加工总量比前一周增加 15.3 万桶；炼油厂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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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比前一周增加 1%。 

美国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市场加息情绪浓厚；疫情干扰下，美油季节

性需求下滑，OPEC+会议的产量政策维持不变，原油供需格局转弱；预计国

际油价维持震荡偏弱，中期伊核谈判、俄乌局势等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12/6-12/12）国内 PE 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6.07 万吨，较上期损

失量增加 1.32 万吨。本周大庆石化低压 B 线、中化泉州低压、兰州石化高

压装置停车。下周无新增装置计划检修，预计损失量有所增加。    

亚洲 PE 市场价格普遍下跌。中国市场下跌明显，由于近期高压新产能

计划投产，供应预期增加与需求转弱影响下，高压价格下跌；线性价格在

本周内逐步下跌，市场下游需求转弱，卖家报价缺乏吸引力，买家观望态

度；低压产品由于前期价格上涨，但是需求低迷，加上中国目前港口拥堵，

供需不平衡，市场价格持续走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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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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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石化 低压 25 11 月 30日 12月 23日 停车检修 0.23 

中化泉州 低压 40 12 月 3日 计划 45天 停车检修 0.84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PP 供给面 

本周（12/6-12/12）国内聚丙烯检修损失量累计 5.55 万吨，较上周增

加 0.57 万吨。中韩石化三线、中海壳一期装置、锦西石化、金能科技等装

置恢复生产。未来一周暂无计划检修装置，装置运行平稳，预计检修损失

量小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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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石化 PP 20 11 月 29日 12月 6日 临时停车 0.18 

中化泉州 PP 20 11 月 29日 2月 15日 计划检修 0.24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12/6-12/12）两油库存水平在 68 万吨，较上周持平，较去年同

期高 3 万吨。临近年底石化考核压力下，预计石化库存去化。 

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12 月 1 日 12月 9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68 68 0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3、PE 需求面 

本周（12/6-12/12）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45%左右，较上周下滑 2%。

棚膜需求自北向南转弱，企业订单积累减少，部分中大企业开工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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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其他中小企业开工偏低。地膜储备订单缓慢跟进，地膜开机企业

增加。华北地区农膜企业考虑到冬季供暖季环保限产及冬奥会临近，部分

企业提前储备成品，近期开工负荷小幅提升，部分中大企业开工在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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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48% -2% 

华东 55% 50% -5% 

华南 50% 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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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平均开工率在 52.11%。周内

原料价格区间内小幅震荡，塑编行业整体利润仍表现不佳，此外因目前塑

编企业处于需求淡季，加之受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影响，塑编工厂部分停

工或者降负荷运行，整体开工积极性不佳。 

BOPP: 国内 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维持在 60.43%左右，BOPP 价格多稳

中趋弱调整，周初新单跟进有限，下游观望氛围浓郁；周内原料有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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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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 带来一定支撑，虽新单成交有放量，但下游补货仍维持刚需。临近周

末，下游询盘氛围不佳，备货偏谨慎。 

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美国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市场加息情绪浓厚；疫情干扰下，美油季节

性需求下滑，OPEC+会议的产量政策维持不变，原油供需格局转弱；预计国

际油价维持震荡偏弱，中期伊核谈判、俄乌局势等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国内聚烯烃方面，煤炭及甲醇市场持稳运行，由原料端带来的恐慌情

绪有所减弱，石化出厂价格多数下调，市场交投气氛偏弱。中间商多让利

出货为主，下游刚需采购，心态谨慎。随需求转弱，供应端压力有所增加，

临近年底，石化考核压力及资金回笼等影响，预计聚烯烃市场弱势运行。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201 合约上方 860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200-8600，预计短期偏弱震荡，建议偏空思路对待。 

PP：后市来看 PP2201 合约价格短期偏弱震荡，建议参与 05 合约空单，

严格止损。



 

石油化工| 策略报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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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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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