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FUTURES RESEARCH
[table_main]
甲醇月度报告：2018 年 05 金融衍生品跟踪报告模板
月 02 日

供需或逐渐走弱，警惕甲醇回调

甲醇月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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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经济整体较好，月初资金面或有所放松，利好商品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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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3-81157293
投资咨询号：Z0010942

短期国内检修较多，需求尚可，甲醇支撑较强；
下游利润受到压缩；

发布日期： 2018 年 05 月 02 日

5 月装置陆续重启，部分烯烃装置有计划检修；
供需逐渐走弱的情况下，预计甲醇期价回周概率较大。

操作策略：
操作上，MA1809 可考虑在 2750 以上布局空间，突破 2850
止损。

不确定性风险：
检修增加，需求旺盛，宏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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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受国内外装置集中检修，甲醇供给偏紧影响，4 月开始，甲醇开始企稳反弹。05 合约一度突破 3000 元/吨。
截止 4 月 27 日，MA1805 收于 2965 元/吨，环比上涨 9.05%；MA1809 收于 2681，较前一月上涨 3.16%。
图 1：MA1805 盘面走势（周线）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3：内地甲醇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2：MA1809 盘面走势（周线）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4：港口地区甲醇价格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4 月部分内地甲醇价格先涨后跌，但整体来看，环比前月仍有明显上涨。主要由于国内供给偏紧，而下游需
求好转，导致市场价格不断上行，但临近月底，下游对高价货源抵触情绪增加，部分行业开工下滑，市场价格
有所下降。多数地区月均价较前月上涨 150-240 元/吨。
港口地区甲醇价格整体呈现先涨后跌再涨的趋势。自月初开始，国内甲醇开工大幅下滑，下游需求较好，
价格持续上涨。中旬开始，进口到港增加，价格下降，月底，甲醇价格随着进口量的减少再次上涨。截止 4 月
底，港口地区月均价较前月上涨 140-21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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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1、宏观数据/事件
四月贸易战备受市场关注。中美之间互相加码的关税征收，给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近日，贸易战迎来
转机。一方面，美国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商谈解决贸易问题，贸易争端或在谈判桌上解决。另一方面，特朗普
推迟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关税问题作出决定至 6 月 1 日，表明美国对此仍留有余地。近期市场对贸易战的
担忧持续减弱。
从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美国经济表现仍旧较为强劲。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 PCE 物价指数年率在三
月份录得 2%，这是自去年 2 月以来首次达到美联储设定的目标值，另外，美国 3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同样
录得去年 2 月以来最高值的 1.9%，这些是显示美国通胀走高的最新信号，能支撑美联储在年内继续加息。但美
国制造业景气程度略有回落，美国 4 月 ISM 制造业指数 57.3，低于预期和前值，但仍处于荣枯线上方。从美联
储四月发布的经济褐皮书来看，大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国经济依旧处于持续增长轨道之上，美联储官员对未
来经济走势仍然较为乐观。
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也较为稳定。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4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1.4，虽然
略低于前值，但高于预期并继续处于扩张区间。资金面，4 月 25 日，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
行、非县域农商行以及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降低 1 个百分点，共释放资金近 1.3 万亿元，相关银行同
时归还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共 9000 亿元。两者相抵，净释放资金近 4000 亿元。4 月底资金面偏
紧，预计 5 月资金面或有放松，对商品将形成一定利好支撑。

2、上游原料
图 5：国内煤价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6：天然气价格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动力煤价稳中有降。主要由于煤企生产积极性较高，供给较为宽松，而下游库存偏高，导致其补库动力不
足。目前来看，需求缺乏亮点，虽然港口库存受大秦线检修影响有所降低，但随着检修结束，库存大概率会回
升。另外，虽然市场预期进口将会下降，但具体减少情况还有待观察。预计短期动力煤上行动力较为有限，建
议关注进口以及需求跟进情况。天然气价格已降至气荒前的价格水平附近，对甲醇支撑作用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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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置与开工率
自 3 月开始，国内装置检修逐渐增加，导致国内甲醇开工出现大幅下滑，截止 4 月中旬，甲醇开工一度降
至 61%左右，较 3 月高位下滑近 10 个百分点。但随后由于内地部分装置恢复运行或负荷提升，国内甲醇开工出
现回升。据卓创资讯统计，4 月国内甲醇整体装置平均开工负荷为 63.92%，较 3 月下降 5.6 个百分点。目前来
看，正在检修的装置仍旧较多，但国内外部分装置计划将于 5 月中上旬开始陆续恢复生产，届时国内供给或开
始增加。
表 1：正在检修以及计划检修的甲醇装置
厂家

产能（万

装置动态

青海桂鲁

吨）
80

由于限气11.26停车，预计5月初重启

青海盐湖

140

其中20万吨/年天然气装置于12.12停车，另120万吨/年装置于年后停车，开工待定

新疆广汇

120

4.24全线停，计划5.12-5.20结束

中煤远兴

60

3.23，计划修30天

宁夏长城能源

50

计划4月1日开始检修45天

榆林凯越

60

计划5月初检修

内蒙古荣信

90

4月下旬检修，计划停20天

西北能源

30

4.6，计划5月初恢复运行

内蒙古易高

30

降负运行

三聚家景

30

3.1检修，4.22恢复，运行负荷略低

神华蒙西

10

4.24停车，待定

大唐多伦

168

4.23停车，待定

陕西渭化

60

4.15停车，待定

陕西煤化

60

计划5.1停车，计划30天

陕西长青

60

计划5月底-6月初停车，计划检修20天

延长兴化

30

4.10-4月底

甘肃华亭

60

3.21检修，计划5月中旬恢复

大土河

20

3.17停车，计划4月底恢复

唐山中润

20

一套装置4月19日开始停车两周左右

万鑫达

10

4.2停车检修，待定

五麟煤焦化

10

4.2停车检修，检修30天

孝义鹏飞

30

4.22停车，待定

建滔路宝

10

2.25开始检修，重启待定

河北峰峰

10

恢复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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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焦化

40

计划5月10日开始检修20天左右

安徽临涣

40

3.25，计划5.5恢复

徐州华裕

15

3.5停车，待定

江苏伟天

30

4月19日装置全线停车，重启时间待定

泸天化

50

3.27，待定

云天化

32

4.21停车，计划检修30天

贵州金赤

30

3.27，待定

亿达信

10

4月20日开始停车检修14天

吉林通化

12

9月底检修，计划5月初出产品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新增产能方面，2018 年国内有大量甲醇新产能计划投产。根据 ICIS 统计，5 月有 140 万吨产能计划投放，
若装置顺利投产，甲醇供应将出现增加。但近年来煤制甲醇仍是新增产能中的主角，由于环保持续加码，推迟
投产将成为常态。建议持续关注新装置开车动态。
表 2：2018 年计划新增甲醇装置
企业名称

产能（万吨）

预计投产

下游

新能凤凰

20

2018.3

新奥化工

60

2018.5

昊源化工

80

2018.5

配套烯烃

山东鲁西

80

2018.6

配套烯烃

内蒙金诚泰

30

2018 年二季度

家景镁业

30

2018 年二季度

宁夏通达

12

2018 年二季度

宁夏庆华

15

合计

327

数据来源：ICIS，中信建投期货

4 月甲醇下游行业平均开工环比多有下滑。据卓创资讯统计，由于旺季影响，甲醛 4 月平均开工较前月提高
近 5.5 个百分点。但二甲醚、醋酸、MTBE、DMF 等传统行业由于利润不佳或装置检修，平均开工均有不同程度下
滑。5 月传统下游开工整体或较为稳定，一方由于旺季影响，另一方面，甲醇价格高位，下游利润不佳，企业生
产积极性或受打压。烯烃方面，由于神华榆林、中天合创等装置按计划检修以及重启，导致烯烃行业开工先下
降后提升，但整体较 3 月仍有明显下降。5 月将有南京诚志（惠生）和宁波富德、阳煤恒通等 MTO 装置有检修计
划，对甲醇需求将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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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国内甲醇开工率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8：甲醇下游行业开工率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4、库存情况
4 月甲醇港口库存先增加后减少。主要由于上中旬进口到港较为集中，而下旬进口到港较少。据卓创数据显
示，截止 4 月 28 日，江苏港口库存 27.53 万吨（不包括连云港地区库存），较 3 月底减少 5.22 万吨；浙江地区
库存在 14.6 万吨左右，较 3 月底减少 2.29 万吨；广东和福建港口库存分别为 6.3 和 1.6 万吨，环比 3 月底增
加 1.3 万吨和减少 1.6 万吨。目前，港口地区库存整体处于相对偏低水平，甲醇市场支撑作用较强。但随着国
内外装置检修重启，供给有望增加，而需求若跟进不足，库存可能出现累积。
图 9：华东地区甲醇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0：华南地区甲醇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5、甲醇及下游生产利润
4 月煤价稳中有降，而甲醇价格明显上涨，导致产区甲醇利润继续增加。截止 4 月底，山东部分煤制甲醇企
业生产利润在 930 元左右，较上月提高约 310 元/吨，内蒙等地区部分煤制甲醇企业的利润约 1050 元/吨，环比
提高约 160 元/吨。目前煤制甲醇利润再次处于历史高位水平，企业仍有提高负荷生产的积极性。
随着甲醇价格大幅上行，下游行业的利润再次受到不同程度的压缩。月中由于甲醇价格大涨企业利润大幅
下降，月底由于部分地区甲醇价格有所回调，而甲醛由于旺季价格上涨，企业利润得到一定修复。醋酸价格在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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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库存与多检修的博弈中维持相对稳定，利润随甲醇价格上涨而下降，但目前其利润整体仍旧十分丰厚，部分
醋酸企业利润处于 1700 元/吨以上。烯烃价格相对较弱，部分甲醇制烯烃（聚烯烃）企业利润仍旧不佳。随着
利润不断受到挤压，加上部分烯烃装置本有检修计划，烯烃装置按计划降负或停车检修的概率较大。
图 11：山东煤制甲醇利润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2：甲醇部分下游行业利润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6、价差分析
期现与跨期价差：自 3 月开始甲醇主力基差持续走强，主要由于供给偏紧而需求好转，导致现货价格持续
上行，而随着检修预期逐渐兑现，而且面临重启压力的情况下，期价相对较弱。截止 4 月 27 日，华东甲醇市场
价格与 MA1809 的基差为 549，较 3 月底扩大 338 元/吨，目前已大幅高于历史同期水平，5 月上中旬，将有装置
陆续恢复生产，且烯烃需求有减弱可能，基差逐渐回归的可能性较大。
4 月甲醇 09 与 01 月价差震荡减小，截止 4 月 27 日，MA1809 与 MA1901 价差为-66(-26)。目前价差处于历
史同期中等水平。同样由于检修装置陆续恢复生产，而烯烃装置检修将减少需求，对 09 合约影响更大，09-01
合约价差有继续走弱的可能。激进者可尝试逢高作空 09 与 01 合约价差。
图 13：甲醇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4：甲醇 09 与 01 合约价差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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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价差：4 月内地与沿海地区甲醇价差先缩小后扩大。目前两地价差处于偏高水平，有利于内地货源
流入沿海地区。4 月国内外甲醇价格均比较坚挺，但国内价格多处于顺挂状态，有利于促进进口，随着国外检修
装置恢复生产，5 月到港货源环比或出现一定增加。
图 15：国内各地区间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6：国内外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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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经济整体较好，月初资金面或有所放松，利好商品市场。基本面，短期国内检修较多，需
求尚可，甲醇支撑较强。但随着装置陆续重启，烯烃装置按计划检修，供需逐渐走弱的情况下，甲醇回调概率
较大。建议关注宏观以及下游需求情况。
操作上，MA1809 可考虑在 2750 以上布局空间，突破 2850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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