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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支撑、低库存叠加检修行情

聚烯烃将维持偏强震荡
截至 6月 30 日收盘，大连商品交易所聚烯烃

期货主力合约震荡整理。LLDPE2009 合约尾盘收于

6900 元/吨，月环比上涨 5.91%；PP2009 合约收于

7417 元/吨，月环比上涨 3%。本月聚烯烃供需相对

均衡，PE 装置检修方面，国内石化装置检修仍较

为集中，6 月国内 PE 石化企业检修装置环比有所

增加，涉及检修年产能在 609.8 万吨，检修损失产

量在 27.05 万吨，总量较 5月份增加 6.77 万吨，

目前处于 PE 石化大修旺季，月内石化库存处于相

对低位水平，国产量有所减少，外盘方面，四艘伊

朗国航班轮或延迟到港，同时听闻印度部分原定 7

月装货源延期，国产料供应压力有所减小。PP 供

应方面，5月进口预售的部分货源已经到港，部分

港口有胀库迹象。需求方面，防疫物资需求逐渐减

弱，纤维排产比例明显下降，塑编、BOPP 等传统

下游调研显示表现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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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市场主要逻辑及策略推荐

市场趋势 供需尚未出现明显矛盾，市场维持偏强震荡

宏观层面 中国 6月综合 PMI 为 54.2，较上月稍显回落 期货端建
议可关注
单边多 LL、
多LL空PP
套利策略

市场心态 下游刚需采购，签长约及招标方式减少

供应端 装置检修损失缓解供应压力、低价进口货源冲击

需求端 需求暂存韧性，防控物资需求减弱

成本因素 上游生产企业普遍处于盈利状态

风险点 疫情、油价、实际进口情况、需求恢复情况

202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

http://www.gzf2010.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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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状态

1、原油及单体走势

图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 图表：美国汽油需求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改善的经济数据增加了市场对石油需求复苏的信心，国际油价跌后复涨。然而美国

为主的一些国家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增加，担心经济和石油需求再次受创，油价涨幅受限。

周一(6 月 29 日)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 2020 年 8 月期货结算价每桶

39.70 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1.21 美元，涨幅 3.1%，交易区间 37.5-39.89 美元；伦敦

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2020年 8月期货结算价每桶41.71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69

美元，涨幅 1.7%，交易区间 40.04-41.95 美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823.4

亿元，由 4 月份同比下降 4.3%转为增长 6.0%，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实现今年首次增长。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分析说，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

一方面与成本上升缓解有关；另一方面工业品价格变动也增加了企业的盈利空间。然而

朱虹认为，尽管 5 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实现今年以来首次增长，但疫情影响下市场需求依

然偏弱，利润回升的持续性还需进一步观察。全球主要产油国大幅减产继续为油市提供

支撑，油轮跟踪公司 Petro-Logistics 估计，欧佩克 6 月份原油日产量比 5 月份减少 125

万桶。近几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改善是全球疫情缓解的体现，但是第二波疫情的可能性还

不确定，加之美国新冠病毒有增无减，该国经济前景改善是否暂时的很难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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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LLDPE 产业链裂解价差 图表：PP产业链裂解价差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本月石脑油价格小幅上涨、乙烯价格大幅上涨，丙烯价格小幅上涨。截至 6 月 30

日，日本石脑油为 379 美元/吨，环比上涨 82 美元/吨；乙烯单体 CFR 东北亚收于 801

美元/吨，环比下跌 50 美元/吨；丙烯单体 CFR 中国收于 741 美元/吨，环比上涨 20 美

元/吨。

2、石化利润及装置动态

图表：聚乙烯生产利润情况 图表：聚丙烯生产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本月部分石化厂出厂价明显上调，当前线性主流价格在华北地区 6850~7000 元/吨，

环比上调 350-400 元/吨左右；当前 T30S 主流出厂价格为 7650~7850 元/吨，环比持平。

截至 6 月 30 日，随着油价企稳，油制 LLDPE 理论生产利润为 893 元/吨，环比下降 210

元/吨；油制 PP 理论生产利润为 1885 元/吨，目前五条生产路径均有生产利润，油制及

PDH 端生产利润走高，外采丙烯端因丙烯供应增加，大幅降价最近扭亏为盈，煤制、甲

醇生产利润可观，从上游生产端来看，目前 PP处于高估值、高盈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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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聚丙烯上游生产企业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PP 开工率 84.55%，环比持平。因一季度恒力石化、浙石化投产，供应稳步提升。

开工率虽维持低位但供应总量提升。LLDPE 装置开工率为 79.51%，较上月降低 2.93%。

3、期现价差与跨月价差

图表：LLDPE 基差 图表：PP基差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本月聚烯烃基差走弱。截至 6 月 30 日，LLDPE 山东市场价与主力合约 L2009 收盘

价的基差为5元/吨，PP中油华东市场价与主力合约PP2009收盘价的基差为241元/吨。

跨期方面，截至 6 月 30 日，LLDPE 收盘价 2009 月合约较 2101 月合约升水 120 元/吨，

PP 收盘价 2009 月合约较 2101 月合约升水 305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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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P 生产切换和替代方面

图表：PP 拉丝跟共聚价差 图表：PP粒料跟粉料价差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截止 6 与 30 日，防疫物资需求已经恢复正常，生产端已灵活调整产品生产结构，

目前纤维排产比例已明显减少，拉丝排产比例提升，标品短缺的局面得到缓解。目前汽

车、家电等改性共聚料需求向好，开工率维持高位，但共聚-拉丝价差缩窄，叠加 BOPP、

拉丝传统消费萎缩，期货标品上涨受阻。粒粉料价差扩大，粉料的替代作用明显。

图表：农膜开工率 图表：BOPP 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农膜开工率已经逐渐回落。日光膜厂家开工率减至 2.5%左右；功能膜厂家开工环比

小幅跌至 5%左右；地膜开工率降至 0%左右。需求方面，管材进入生产小旺季，下游生

产负荷继续提升，其他行情开工维稳，农膜双防膜月均主流价格在 9100 元/吨，环比基

本持平，同比下跌 9.99%；地膜月均主流价格在 8100 元/吨，环比基本持平，同比下跌

10.98%。截至 2020 年 6 月，中国 BOPP 行业总产能 646.25 万吨，折合月产能 58.1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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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6 月膜厂开工负荷率在 56.14%，环比增加 2.67 个百分点，同比增加 1.43 个百分点；

月产量在 32.65 万吨，较上月增加 0.51 万吨。

5、库存及仓单

图表：PE 库存图 图表：PP库存图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库存方面，截至 6 月 30 日，国内 PE 库存环比上一期下跌 0.06%；国内 PP 库存环

比上涨 1.8%。标准仓单方面，截至 6 月 30 日，LLDPE 期货主力合约注册仓单 431 手，

PP 期货主力合约仓单 163 手。

二、技术分析

从指数来看，L2009 日线下方支撑 6600，日线反弹压力 7000 附近。

图表：L2009 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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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指数来看，PP2009 日线收阳，日线短期压力位 7600 附近。

图表：PP2009 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三、行情预测
（一）PE 方面
利多：1）检修损失量缓解供应压力

2 季度为聚烯烃的检修大月，通常是石化企业的检修旺季，随着部分中国 PE 石化

企业进入大修，2 季度石化检修损失量将明显高于 1 季度，加之 2 季度国内暂无新投产

PE 石化装置，预计 PE 国产量将有所下降。6 月 PE 检修损失产量总计 21.98 万吨，其中

线性损失 11.72 万吨，高压损失 5.22 万吨，低压损失 5.04 万吨，检修旺季标品拉丝检

修较多，小幅利多期货。

图表：PE 装置检修情况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广州期货

2）国内库存持续低位

国内石化装置检修仍较为集中，据悉来自伊朗的三条船只(1 条计划抵达上海，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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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抵达青岛港)无法靠港，尚无更新信息，3 条船上载有 PE 约 9~10 万吨左右，以非

标为主，基本无 LLDPE，延迟到港小幅利多标品。四艘伊朗国航班轮或延迟到港，市场

价格继续走高,石化库存延续降势。目前 PE 库存去化顺利，国内持续维系库存低位。

空:低价进口货源冲击

供应方面 1 季度除浙石化、恒力石化外暂无新增产能投产，而浙石化、恒力石化的

投产预期及产能影响已经在 2019 年四季度提前释放，目前产量稳步增加，2 季度看暂

无新增产能投产。但 PE 进口依赖度将近 50%，4 月份以来原油持续低位，外盘美金低价

货源增加，测算 2 季度进口货源约 20-30 万吨的进口增量，外盘低价货源集中 7-8 初冲

击国内市场。

图表：PE 进口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广州期货

综合来说，PE 面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装置检修损失、海外需求提振 VS 进口 7-8

月以后低价货源冲击，按照测算目前基本面相对平稳，目前原油端成本支撑增强，最新

数据显示 5 月 PE 进口量 164.65 万吨，LLDPE 进口量 5 8.4 万吨，均创下有史以来最高

纪录，从 5 月港口与石化库存基本未累来看，表观需求表现良好，尽管其中有海外解除

封锁后补订单的影响，却还是从侧面印证了需求相对坚挺。疫情冲击下需求仍有韧性是

事实，原油及成本端乙烯坚挺，短期维持震荡行情。

（二）PP 方面

利多：1）装置检修损失缓解供应压力

因 PP 上游生产企业来源多元化，企业临时开停工相对灵活。1 季度 PP 生产企业节

后复工缓慢，上游生产企业主动减负降库，多数装置开工负荷较低，且月内停车检修装

置较多，产量损失量增长明显。2 季度 PP 生产检修损失量预估为 83.86 万吨，环比增加

39.11%，同比增加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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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PP 装置检修情况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广州期货

空：1）防控物资需求减弱

塑编、BOPP 等传统下游调研显示需求表现疲软，海外疫情人数持续攀升，外盘股

市与商品开始交易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市场风险偏好可能降低。疫情二次扩散为加强

防疫措施可能会削弱需求恢复预期，目前纤维排产比例逐渐回归正常水平，标品紧张局

面也得到改善，共聚-拉丝价差缩窄，标品上涨受阻。

2）进口低价货源冲击

4 月原油暴跌，成本端低价货源在 5-6 月间进口货源将大量补充国内市场，内外盘

套利价差打开，聚丙烯行业整体将回归供求过剩。随着进口增多，港口库存及贸易商库

存大幅积累，部分地区甚至有胀库迹象。

3）粉料、再生料的替代

2019 年粉料企业产量为 347 万吨，占粒料年产量 2258 万吨比例达到 15.37%。2020

年 2-3 月粉料企业同比减量约为 8 万吨，粒料企业抢占粉料市场份额，挤出作用明显，

因此一季度,PP 期价表现相对较为坚挺。粉料生产企业产量及开工率持续提升，二季度

粉料的挤出效应减弱，粒料企业供应压力增加。随着粒-粉料价差扩大，粉料企业需求

转好，开工率稳步提升。

综合来说，PP 方面的主要矛盾为原油企稳、检修损失 VS 供应偏宽松、防疫物资需

求消退、海外低价货源冲击，PP二季度产能增速超 6%，表需增速约为 4.84%，PP 方面

前期预售货持续到港，社会库存逐渐累积，共聚-拉丝价差缩窄、粒粉料价差扩大且使

PP 上涨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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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公司研究所具有一批资深优秀的产业服务、策略实战经验的优秀分析师，具有齐全的期

货投询、金属能化农林产业研究、宏观研究、衍生品及专一品种等一体化研究职能。

研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中国资本市场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投资方案及各类型市场的研究

报告，通过对市场进行深度挖掘，提示投资机会和市场风险，完成对资本市场现象、规律的

研究探索，为辖区乃至全国的实体经营和机构运作保驾护航。

研究范围涉及目前所有商品期货以及金融衍生品；我们推崇产业链的研究；我们看重数

量分析法；我们提倡研究的独立性，鼓励分析师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保持清醒，保持市场观

点的一致顺延。

我们将积极依托股东单位—越秀金控在宏观经济、产业领域的高端研究资源优势，以“宏

观、产业和行情策略分析”为主要核心，大力推进研究市场化和标准化运作，逐步完善研究

产品体系，打造具有特色品牌影响力的现代产业与金融行业的资深研究所。

核心理念：研究创造价值，深入带来远见

联系方式

金融研究 农产品研究 金属研究 能源化工

020-22139858 020-22139813 020-22139817 020-23382623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 1007-1012 房 邮编：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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