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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近期大幅回调，后市仍存上涨动力 

2018 年 6 月 20 日 

5 月底以来，PVC 价格大幅波动，主力期价先扬后抑。6 月 11 日期价上冲近九个月来

高点，继而持续回落，截至 6 月 19 日收盘 PVC 期货主力 1809 合约价格为 6730 元/吨，对

比一周前（6 月 11 日）收盘价 7110 元/吨，下跌幅度达 5.34%。6 月 20 日期价企稳回升，后

市或仍有上涨动力。 

一、 库存去化顺畅 

库存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15 日卓创资讯华东华南样本企业库存为 18.55 万吨，环比上

周下降 8.82%，同比去年下降 0.53%。由下图可以看出，今年春节前后 PVC 库存累计幅度

远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3 月上旬 PVC 库存达到历史高位，今年 3 月 9 日 PVC 库存同比去

年高 27.5%。但 3 月中下旬开始，PVC 库存逐步去化，且库存去化效果显著，近两周库存已

经小幅低于去年同期。 

图表 1 PVC 样本企业库存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广州期货 

二、 后市检修涉及量较大 

图表 2 国内 PVC 生产企业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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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广州期货 

2018 年 PVC 行业开工显著高于近两年水平，2018 年前五个月平均开工为 80.31%，比

2017 年同期上升 5.5%，比 2016 年同期上升 9.1%左右。行业开工率的提升，与近年国家政

策对氯碱行业新增产能的严格限制有关。2015 年至 2017 年我国 PVC 产能呈现连续三年的

负增长，产业集中度逐步提高。平均 80%以上的开工率不仅可以说明 PVC 行业的产能利用

率有所提高，行业结构更加合理，同时也表明从产能利用的角度，PVC 的供应与前两年相

比弹性更小。这意味着，下游需求的快速增长或者行业检修、临时停车都能让 PVC 价格的

关注受到市场更多的关注。 

据卓创资讯统计，6 月下旬至 7 月份国内 PVC 生产企业检修计划如下表，涉及产能 512

万吨，其中 6 月下旬检修产能在 306 万吨左右。5 月底到 6 月上旬 PVC 检修涉及产能在 250

万吨左右，6 月下旬检修涉及产能将有小幅增加，尤其新疆中泰、天业、亿利等大厂检修对

市场货源供应影响可能大于预期。 

图表 3 国内 PVC 生产企业检修情况 

区域 生产企业 
涉及检修产能

（万吨/年） 
检修计划 

西北 新疆宜化 40 2017 年 2 月 17 日停车检修，计划 2018 年 7 月开车 

西北 吉兰泰 40 计划 6 月 25 日起检修 7-10 天 

西北 内蒙君正 36 新厂 36 万吨计划 6 月 20 日-29 日检修 

西北 新疆中泰 160 计划 6 月中下旬轮修 

西北 新疆天业 30 天业 20 万吨、天伟 10 万吨计划 6 月份检修 

西北 内蒙亿利 70 计划 7 月 9 号左右 

西北 伊东东兴 30 计划 7 月 3-13 号进行检修 

西北 内蒙宜化 30 计划 7 月中旬检修 

华东 鲁泰化学 36 计划 6 月 20-23 日检修 

华东 宁波台塑 40 计划 7 月中下旬检修 

总计 512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广州期货 

三、 现货报价坚挺 

据了解，今年一二季度上游生产企业普遍没有库存压力，导致其挺价意愿明显；而由于

今年 PVC 价格运行中枢较前两年明显抬升，加上今年春节较晚，春节后社会显性库存较高，

导致多数下游制造商并未进行大规模备货。虽然下游对于高价的货源存在一定抵触情绪，但

由于常备库存较低，预计下游对 PVC 价格上涨会存在比较高的接受度。 

从基差变化情况也可以窥见现货报价较为坚挺的特点。5 月末到 6 月上旬期价走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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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价格持续上涨，使得 5 月份以来的高基差水平逐渐收窄，期现货价差逐渐弥合。上周期货

价格持续下跌，6 月 11 日与 15 日，主力合约结算价共下跌 230 元/吨，但现货价格下调明显

较迟缓，华东现货基准价仅下调 100 元/吨。而基差由 6 月 11 日的期现平水 0 元/吨升高至 6

月 15 日 130 元/吨，在经历了 6 月 19 日期货延续下跌带动现货下调报价与 20 日期货价格企

稳回升之后，基差仍保持在现货升水期货 80 元/吨的水平。 

图表 4 基差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广州期货 

四、环保对 PVC 影响将延续 

近年来，环保因素对于 PVC 价格走势的影响越来越关键。这不仅由于政府对于环境保

护越来越重视，也是因为 PVC 生产所归属的氯碱工业本身就有高耗能高污染的特点。环保

政策对于 PVC 供给端的影响始终不容忽视，不管是市场对于西北地区环保政策影响石灰石

与电石供应的担忧，还是长江流域沿岸化工企业整改可能影响到的 PVC 产能，亦或是 7 月

1 日开始实行的《电石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都将直接影响到市场对于 PVC 未来供应的

预期以及 PVC 的实际供给情况。 

 

综合而言，显性库存去化顺畅、后市开工有下行趋势、市场对高价货源接受程度较高、

加上环保因素影响，上述几方面因素对 PVC 价格的运行重心形成了较强的支撑。PVC 期货

价格经过前期较大幅度回调，预计下方空间有限，后市若去库存力度不减，一旦叠加检修或

环保影响超出市场预期，PVC 期价仍不乏上涨动力。 

 

 

 

 

 



 

 4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李威铭  资格号：F3029957 

020-23382623 

 

免责声明：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

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

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品种的操作依据，

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李威铭，广州期货研究所能源化工研究员，研究生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负责 PVC 与 PTA

基本面研究，侧重于立足基本面、结合技术分析发掘能化品种对冲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