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化工周报 

Weekly Report of Petrochemical Industry 

 

 

 

 

 

 

 

 

编制日期：2021/12/19 

投资咨询部 



 

石油化工| 策略报告 

 1 

宏观情绪缓和，聚烯烃小幅反弹 

趋势分析 

美元指数持续偏强，Omicron病毒未引起较大恐慌，市场避险情绪暂退。

当前油价供给压力有限，美油库存水平依旧偏低；后市重点关注 OPEC+的产

量政策以及美油增产预期，预计国际油价维持高位震荡，中东及东欧局势

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国内聚烯烃方面，石化企业生产基本稳定，新增产能暂无明显影响，

供应面压力有限，石化出厂价格多数下调，市场交投气氛偏弱；北方部分

地区受环保政策影响，部分下游开工受限，终端新增订单跟进有限，采购

维持刚需。北方下游需求季节性转弱，库存去化压力有所增加；临近年底，

石化考核压力及企业资金回笼等影响，预计聚烯烃价格短期小幅反弹，中

长期仍以偏空思路对待。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205 合约上方 855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150-855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PP：后市来看 PP2205 合约价格短期反弹，建议设定止损前提下，日内

短多的灵活操作，中长期建议偏空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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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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96970 例，达到

27308 万例；由于 Omicron 变异病毒的症状较轻，尚未有欧洲国家实施全面

封锁，直到荷兰下令实施全面封锁至 1 月底，为目前针对 Omicron 变异毒

株的最强烈反应；与此同时，英国单日确诊的奥密克戎毒株病例突破万例。

新冠变异株在全球蔓延给疫情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公共卫生专家和

科学家改变了他们对 2022 年的预期：辉瑞预测，新冠“大流行”将在全球

的一些地区继续持续 1-2 年，同期在另一些地区可能会降至“地方性流行”

的水平。到 2024 年，新冠疾病预计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可控，并成为某些地

区的常态化流行病。                                                                                                                                                                                                                                                                                                                                                                                                                                                                                                                                                                                                                                                                                                                                                                                                                                                                                                                                                                                                                                                                                                                                                                                                                                                                                                                                                                                                                                                                                                                                                                                                                                                                                                                                                                                                                                                                                                                                                                                                                                                                                                                                                                                                                                                                                                                                                                                                                                                                                                                                                                                                                                                                                                                                                                                                                                                                                                                                                                                                                                                                                                                                                                                                                                                                                                                                                                                                                                                                                                                                                                                                                                                                                                                                                                                                                                                                                                                                                                                                                                                                                                                                                                                                                                                                                                                                                                                                                                                                                                                                                                                                                                                                                                                                                                                                                                                                                                                                                                                                                                                                                                                                                                                                                                                                                                                                                                                                                                                                                                                                                                                                                                                                                                                                                                                                                                                                                                                                                                                                                                                                                                                                                                                                                                                                                                                                  

2、航运贸易恢复“困难重重” 

疫情影响下，各国公共卫生防疫措施具有不可预测性，导致港口突然

关闭或减少作业人员，对于远洋运输公司的线路安排产生较大阻碍；承运

与托运公司合同制定愈加复杂化，由于自中国进口货物多由海外进口商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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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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线路运输效率无法达到最优化结果，原本固定合同费率向浮动合同费

率转变，物流成本的不断增长阻碍贸易的自由运行；由于各国政府对于港

口货物滞港的处理方式不同，合同纠纷会将滞港问题放大，造成本就并不

宽裕的物流运力受阻，即便寻找新的航线替代也需要时间。 

二、原油基本面概况 

1、供给面 

随着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来自美国的原油套利船货供应料增加，

OPEC+产油国稳步增产也将导致原油船货供应增长。 

美国政府预测，美国原油产量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1130万桶/天下降到

2021年的 1120万桶/天，然后在 2022年上升到 1190 万桶/天。相比之下，

2019年创下了 1230万桶/天的历史最高纪录。 

2、需求面 

OPEC 预计 2021 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比去年日均增长 570 万桶，预计

2021 年全球市场对欧佩克原油日均需求 2780 万桶，预计 2022 年市场对欧

佩克原油日均需求 2880 万桶。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11 月份，中国原油进口量为 4179.2万吨，环比增

长 10.57%，同比下降 7.86%；1-11 月份，原油进口量为 4.67 亿吨，减少

7.3%，进口均价每吨 3191.1 元，上涨 39.5%。 

3、库存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12 月 10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量周环比下降 458 万桶至 4.28 亿桶，比去年同期低 14%；汽油库存

周下降 72 万桶，馏分油库存周下降 285 万桶。 



 

石油化工| 策略报告 

 4 

备受关注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原油库存 3221.1 万桶，增长

129.4 万桶。美国炼厂加工总量比前一周减少 11.5 万桶；炼油厂开工率

89.8%，与上一周持平。 

美元指数持续偏强，Omicron病毒未引起较大恐慌，市场避险情绪暂退。

当前油价供给压力有限，美油库存水平依旧偏低；后市重点关注 OPEC+的产

量政策以及美油增产预期，预计国际油价维持高位震荡，中东及东欧局势

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12/13-12/19）国内 PE 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5.48 万吨，较上期损

失量减少 1.22 万吨。上海石化低压、连云港石化全密度、鲁清石化低压、

沈阳石化线性、中韩石化二期低压装置继续停车检修中。下周海国龙油全

密度装置计划检修，预计损失量有所增加。    

亚洲 PE 市场价格弱势下行为主。东南亚高压膜和中国线性价格下跌明

显；临近年底，市场需求疲软以及国内高库存，线性价格本周走弱；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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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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终端产品需求不足和消费者对高价的担忧而买货情绪不高，导致价格

在本周价格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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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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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12/19）国内聚丙烯检修损失量累计 6.08 万吨，较前期

小幅增加。海国龙油 20万吨计划重启。下周云天化装置存检修计划，同期

浙石化二期一线准备投产，联泓新材料存扩能计划，预计下周市场供应面

较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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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名石化 PP 20 12 月 9日 12月 19日 计划检修 0.42 

中化泉州 PP 20 11 月 29日 1月 15日 计划检修 0.42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12/13-12/19）两油库存水平在 64.5 万吨，较上周去库 3.5 万

吨，较去年同期持平。进入下旬以及临近年终，“两油”考核政策下，预

计下周库存维持去化。 

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12 月 9 日 12月 16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68 64.5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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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12/19）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44%左右，较上周下滑 1%。

周内农膜生产一般，企业新进订单不足，生产前期订单为主。北方部分地

区环保限产，部分农膜企业开工负荷受限。棚膜企业订单积累减少，部分

中大型企业开工维持在 40%-70%，其他中小企业开工 30%左右。地膜需求不

足，企业储备生产为主，开工负荷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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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47% -1% 

华东 50% 50% 0 

华南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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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仍呈下降趋势，平均开工率在

50.67%。周内原料价格整体小幅下滑，但塑编行业整体利润仍表现一般，

此外目前因正处于需求淡季，塑编企业新订单跟进有限，一定程度抑制厂

家开工积极性，且受环保要求限制，塑编行业整体开工率降低，部分工厂

停工或者降负荷运行。综合来看塑编业者心态偏弱，整体开工下降为主。 

BOPP: 国内 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维持在 60.34%左右，BOPP 价格多区

间内偏弱整理，周初新单成交一般，业者心态偏空补货意向不高；膜价仍

跌，下游订单不佳，市场多让利出货。临近周末，下游询盘氛围冷淡，成

交难放量，多刚需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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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美元指数持续偏强，Omicron病毒未引起较大恐慌，市场避险情绪暂退。

当前油价供给压力有限，美油库存水平依旧偏低；后市重点关注 OPEC+的产

量政策以及美油增产预期，预计国际油价维持高位震荡，中东及东欧局势

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国内聚烯烃方面，石化企业生产基本稳定，新增产能暂无明显影响，

供应面压力有限，石化出厂价格多数下调，市场交投气氛偏弱；北方部分

地区受环保政策影响，部分下游开工受限，终端新增订单跟进有限，采购

维持刚需。北方下游需求季节性转弱，库存去化压力有所增加；临近年底，

石化考核压力及企业资金回笼等影响，预计聚烯烃价格短期小幅反弹，中

长期仍以偏空思路对待。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205 合约上方 855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150-855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PP：后市来看 PP2205 合约价格短期反弹，建议设定止损前提下，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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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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多的灵活操作，中长期建议偏空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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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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