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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暂不突出，聚烯烃宽幅震荡

聚烯烃月度报告

摘要：
原油走势偏强，利多聚烯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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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持续低位，叠加再生料继续减少，聚烯烃下方支撑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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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检修装置较少，新产能继续释放；
部分下游行业开工稳中下滑，后期供需有继续走弱预期。

发布日期： 2017 年 12 月 04 日

短期矛盾并不突出，预计短期聚烯烃继续维持宽幅震荡走
势。
操作策略：
操作上，L1805 可考虑在 9200-9900 区间高抛低吸，突破
区间 100 点止损；PP1805 可考虑在 8600-9400 区间交易，突破
区间 100 点止损。
不确定性风险：
原油大跌，库存快速大幅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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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11 月，在低库存以及供需走弱预期下，聚烯烃期价维持区间震荡走势。截止 11 月 31 日，L1801 与 PP1801
分别收于 9600 和 8865 元/吨，较前一月分别上涨 0.95%和 2.15%。
图 1：L1801 盘面走势（日 K 线）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信建投期货

图 3：PE 内外盘价格及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2：PP1801 盘面走势（日 K 线）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信建投期货

图 4：PP 内外盘价格及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上月聚烯烃现货价格走势同样较为震荡。月初，由于库存压力小，市场交投较好，石化企业陆续上调出厂
价。中旬，期货走弱，市场成交乏力，石化价格下调。下旬，库存维持低位，供需预期走弱，石化价格整体维
持稳定。截至 11 月 30 日，线性聚乙烯（7042）石化出厂价在 9500-10100 元/吨，部分企业月均价较前一月这
化-88~+117 元/吨；PP（T30S）在 8800-9600 元/吨，部分企业出厂价较前一月变化-19~273 元/吨。11 月远东
和东南亚市场线性价格上涨乏力，价格小幅波动。截止 11 月底，线性 CFR 东南亚和 CFR 远东价格分别收于
1200（-10）和 1180（+10）美元/吨。东南亚以及远东 PP 市场成交清淡，价格整体相对稳定。截止 11 月底，
PP CFR 东南亚收于 1160（+10）
，CFR 远东收于 1130（0）美元/吨。目前国内外线性价格处于顺挂状态，PP 国
内外价格小幅倒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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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1、欧美经济整体偏好，国内经济喜中有忧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26.1 万，低于预期的增加 31.3 万；11 月 25 日
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为 23.8 万人，环比前一周减少 2000 人，月度环比增加 4000 人，申请失业金人数已经
连续 149 周低于 30 万关口。10 月失业率为 4.1%，低于预期的 4.2%，刷新 2000 年年底以来低位。从 10 月份数
据来看，美国就业市场整体向好，11 月数据将在本周陆续公布，非农就业人口预计增加 19.9 万人，低于 10 月
份水平，失业率预计维持 4.1%，就业市场维持良性发展。美国 11 月 ISM 制造业指数 58.2，较前值 58.7 回落
0.5 个百分点。美国制造业 PMI 连续 15 个月维持在荣枯线上方，表明制造业正在复苏，但是近两个月的连续回
落或许将对 12 月份的加息产生一定的干扰。另外，美国 10 月 CPI 同比升 2.0%，与 9 月相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
环比升 0.1%，前值 0.5%。虽然 CPI 同比和环比增速双双回落，但对于美联储本月的加息或许难以造成明显影
响，根据 CME“美联储观察”显示，当前加息的概率 25 个基点的概率为 90.2%。
欧元区方面，欧元区 11 月综合 PMI 终值 60.1，创 2004 年 1 月以来新高（Wind 数据统计欧元区制造业 PMI
起始于 2004 年 1 月）
，强势突破 60%，欧元区经济强势运行。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 11 月 CPI 同比
初值 1.5%，不及 1.6%的预期；核心 CPI 同比初值 0.9%，不及 1%的预期。低通胀或将使得欧洲央行维持宽松政
策。
国内方面，宏观经济“三驾马车”10 月份整体小幅回落。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1-10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 7.3%，增速比 1-9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1-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 10.3%，增速比 1-9 月
份回落回落 0.1 个百分点；1-10 月进出口贸易量同比增加 11.6%，增速比 1-9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整体上，
虽然前十个月增速所有回落，但是依然维持了稳定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维持在与去年相当水
平，而进出口贸易的累计同比连续了 10 个月的正增长，宏观经济稳中向好。前 10 个月工业增加值累积同比增
长 6.7%，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同一水平，
增速较去年同期增加 0.7 个百分点；
1-10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69%，
增速较 1-9 月份小幅回落，较去年同期提高 1.93 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和用电量数据显示工业生产活跃。国家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11 月官方制造业 PMI 51.8%，比上月增加 0.2 个百分点，为今年次高点。从分项指
数来看，11 月份，生产指数为 54.3%，新订单指数为 53.6%，分别比上月上升 0.9 和 0.7 个百分点。在生产和市
场需求扩张加快的同时，企业采购意愿增强，采购量指数为 53.5%，上升到年内次高点。制造业 PMI 在 10 月份
小幅回落之后再度回升，并且连续 16 个月运行于荣枯线上方，制造业延续扩张态势。

2、油价偏强震荡，利多化工品市场
11 月国际油价整体呈现震荡走高态势。上旬，受沙特肃贪给供应端带来趋紧情绪，同时尼日利亚可能加
入减产行列影响，国际油价暴涨。随后受 EIA 下调全球原油需求预期，美国原油产量创纪录高位，原油库存意
外增加，同时，沙特表示当前原油库存依然偏高，并且不希望价格过高对市场形成冲击等诸多利空影响，国际
油价持续下行。下旬，一方面关于延长减产的利好不断传出，另一方面加上加拿大一输油管关闭，引发供应收
紧预期，国际油价再次大涨。截止 11 月 30 日，WTI 1 月与 BRENT 2 月原油期货结算价分别收于 57.4 和 63.57
美元/桶，分别较前一月上涨 3.02 和 2.20 美元/桶。上月底 OPEC 会议决定将减产协议延长 9 个月，并且有利

4

[table_page]

聚烯烃研究
研究
聚烯烃月度报告

比亚和尼日利亚加入减产行列。但目前美国钻井开始增加，产量高位，对原油市场有一定利空影响。预计 12
月国际原油将维持高位震荡走势，上有压力，下有支撑。
图 5：国际原油价格

图 6：甲醇和动力煤价格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11 月内地甲醇价格一路上涨。主要由于部分地区装置检修，焦化限产，供给偏紧，另外，原油维持强势
以及天然气价格持续大涨带动，市场成交较为顺畅。港口地区甲醇价格同样大幅上涨。一方面产区库存持续低
位，货源偏紧，另一方面，进口到港货源不多，导致港口地区库存持续下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缺货现象。目
前，焦化限产以及煤改气政策使国内甲醇供应偏紧。同时，库存持续低位支撑市场。但随着甲醇持续拉涨后，
下游利润普遍偏低，对甲醇压力或逐渐释放。另外，内外价差逐渐扩大，且国外装置陆续重启，进口有望增
加。预计甲醇短期在货源偏紧情况下继续维持偏强走势，但中若需求跟进不足，甲醇有望回落。

3、检修装置偏少，新产能陆续投放
11 月国内聚烯烃检修装置有所减少，涉及检修损失的产量分别约 6.5 万吨和 18.6 万吨，环比减少 1.96
万吨和 6.26 万吨。目前，正在检修的装置依旧较少，同时，11 月底，据悉神华宁煤装置已开车，预计 12 月
将出产品，同时，云南云天化以及青海盐湖 PP 新装置也将投产。若无大量临停装置，且新装置顺利出产品，
预计 12 月国内聚烯烃产量将有所增加，市场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表 1：PE 和 PP 正在检修及计划检修装置
PE
企业名称

产能（万吨
/年）

PP
停车时间

企业名称

产能（万吨/
年）

停车时间

常州富德

30

7.3，待定

辽通化工

6

11.14，待定

上海石化

5

8.29，待定

海南炼化

20

11.20-2018.1

上海金菲

15

11.17，12 月

大唐多伦

23

11.17，待定

蒲城清洁

40

11.29，待定

宁波福基

40

11.30，约停 20 天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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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7 年新增与计划新增 PE 和 PP 装置
产能（万吨/年）
企业名称
PE

投产时间

原料

PP

常州富德

40

2017 年 1 月 18 日

甲醇

中景石化

35

2017 年 4 月中旬

PDH

中天合创

25

2017 年 5 月

煤炭

中天合创

12

2017 年

煤炭

神华宁夏煤业

45

60

2017 年 9 月

煤炭

云南云天化

15

2017 年 12 月

石脑油

青海盐湖

16

2017 年 12 月

煤炭

合计

82

156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4、国产维持高位，进口环比或将增加
10 月国内聚乙烯产量环比继续增加，PP 由于检修较少，产量环比也有所增加。据卓创资讯统计数据显
示，2017 年 10 月国内 PE 产量约为 133.46 万吨，同比增长 7.11%，1-10 月累计同比增长 7.81%；国内 PP 产量
约为 170.73 万吨，同比增长 9.69%，1-10 月累计同比增长 12.08%。聚烯烃国内产量累计较去年显著增加。目
前正在以及计划检修装置均较少，且有新产能释放，预计 12 月国内聚烯烃产量仍将维持高位。
图 7：PE 国内产量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8：PP 国内产量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据海关数据显示，10 月，PE 进口 98.22 万吨，同比增加 40.94%，1-10 月累计进口 963.4 万吨，累计同比
增加 20.6%，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约 24 个百分点；10 月 PP 进口 35.68 万吨，同比下降 5.78%，1-10 月累计进
口 389.67 万吨，同比增长 6.88%，增速环比继续呈现回落态势，但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约 17 个百分点。据卓
创跟踪，前期延迟的部分伊朗 PE 货源预计 12 中下旬到港，进口量可能较 11 月小幅增加。根据季节性规律来
看，12 月 PE 和 PP 进口环比均有增加的可能。

6

[table_page]

聚烯烃研究
研究
聚烯烃月度报告

图 9：PE 进出口量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0：PP 进出口量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5、下游开工稳中下滑，需求逐渐进入淡季
10 月国内塑料制品产量环比有所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 月，国内塑料制品产量为 700.4 万
吨，同比增长 2.4%，较去年同期提高 2.7 个百分点；1-10 月，我国塑料制品总产量为 6510.7 万吨，同比增长
4.2%，增速环比下降 1.4，较去年同期提升 0.9 个百分点。12 月为传统淡季，塑料制品产量产量增速有继续下
滑的可能。
图 11：国内塑料制品产量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信建投期货

从下游行业开工率来看，因需求逐渐进入淡季，11 月 PE 下游行业开工率多有所下滑。截止 11 月末，农
膜行业开工率在 62%，较 10 月底下降 8 个百分点；管材行业开工环比回落 5 个百分点至 55%；拉丝、薄膜以及
中空行业开工与前月下滑 2-3 百分点；包装行业开工提升 3 个百分点。PP 下游行业开工均相对稳定。截止 11
月末，塑编、注塑与 BOPP 行业开工率分别为 63%、49%和 63%。目前，棚膜厂家订单较前期有所减少，受天气
转冷淡季影响，预计农膜行业开工将继续下降。注塑以及包装行业淡旺季相对不明显，预计 12 月开工稳中小
幅波动。PP 下游塑编企业订单一般，整体利润不佳，BOPP 膜厂和注塑企业订单新增乏力，加之制品库存消化
进度放缓，预计后期整体开工或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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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PE 下游开工率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14：农膜行业开工率季节性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13：PP 下游开工率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15：注塑行业开工率季节性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6、再生料继续减少，有利于增加新料需求
图 16：PE 国产与进口再生料统计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17：PE 和 PP 国内再生料开工率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由于国内环保压力逐渐加大，近几年，国内进口 PE 再生料呈逐年下滑趋势。海关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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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PE 累计进口量为 253.24 万吨，同比下降 29%。今年 10 月国内进口再生 PE 11.94 万吨，同比大幅减少 32.5%，
1-10 月国内累计进口再生 PE 179.58 万吨，累计同比下降 12.96%。今年 1-11 月国内 PE 再生料产量约 343.22
万吨，累计同比大幅下滑 22.64%。从 2014 后开始，国内聚烯烃再生料开工率呈现逐年下滑态势。据卓创资讯数
据显示，截止 11 月，国内 PE 再生料月度开工率为 27.12%，较去年同期下降 13.68 个百分点，PP 再生料月度开
工率为 27%，较去年同期下降 11 个百分点。随着再生料的继续减少，新料的需求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振。

7、库存持续低位，关注供需情况
11 月石化库存整体下降，并持续处于相对低位，对市场支撑力度较强，但月底库存有所累积。据卓创资
讯统计，截止 12 月 1 日，PE 石化库存 30.6 万吨，较 10 月底下降 1.29%，PP 石化库存 26.38 万吨，较 10 月
底下降 4.0%。港口库存方面，由于进口变化不大，成交尚可，港口库存整体呈下降趋势。截止 12 月 1 日，PE
港口库存较 10 月底下降 17.61%；PP 港口库存较 10 月底减少 29.26%。贸易商出货较为积极，PE 以及 PP 贸易
商库存均较 10 月底有一定程度减少。目前，国内聚烯烃库存整体处于低位，对市场仍有支撑，但随着供应增
加，而需求跟进不足，库存有一定累积风险。
图 18：国内 PE 石化库存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20：PE 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19：国内 PP 石化库存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21：PP 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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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价差分析
图 22：塑料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23：PP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期现价差：11 月，聚烯烃基差大幅波动。截止 11 月 30 日，L1801 与齐鲁石化（7042）出厂价的基差为 250
（+10）
；PP1801 与绍兴三圆 T30S 出厂价基差为 385（-37）
。
跨期价差：11 月，L 和 PP 近远月价差震荡扩大。截止 11 月 30 日，L1801-L1805 与 PP1801-PP1805 价差分
别为 295（+265）和 79（+161）
。
图 24：塑料 01 合约与 05 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25：PP 01 合约与 05 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跨品种价差：11 月，L 与 PP 价差先缩小后扩大，截止 11 月 30 日，L1801-PP1801 价差为 735（-97）
，L1805PP1805 价差 519（-201）
。从短期看，近期 PP 新产能释放压力大于 PE。长期来看，新料替代再生料方面，禁止
进口废旧料对 PE 影响更大。从统计规律来看，而目前 L 与 PP 的价差处于偏低水平，预计后期 L 与 PP 价差有扩
大的可能。因此，可继续谨慎持有多 L 空 PP 的套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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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L1801 合约与 PP1801 合约收盘价及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27：L1805 合约与 PP1805 合约收盘价及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三、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综合而言，原油走势偏强，利多聚烯烃市场。库存持续低位，叠加再生料继续减少，聚烯烃下方支撑较强。
不过，目前检修装置较少，新产能继续释放，且部分下游行业开工稳中下滑，后期供需有继续走弱预期。多空
交织影响下，聚烯烃矛盾继续累积中，预计短期聚烯烃继续维持宽幅震荡走势。
操作上，L1805 可考虑在 9200-9900 区间高抛低吸，突破区间 100 点止损；PP1805 可考虑在 8600-9400 区
间交易，突破区间 100 点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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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中信建投期货力求准确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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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77-780
网址：www.cfc10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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