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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PP : 当下全球疫情较为严重，原油弱势震荡为主，
对塑料和 PP 成本支撑有限，叠加国内两桶油聚烯烃石化库
存绝对数值仍处于高位，当下去库存难度较大，下游市场观
望情绪较浓，低位震荡为主。

风险点：原油大幅波动；疫情持续时间。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 46 号天恒大厦 B 座 21 层 电话：010-84555193 请务必参阅报告正文后的重要声明

化工·周报

目

录

一、橡胶、塑料、PP、PTA 周度行情回顾......................................................3
（一）期货市场回顾.................................................................................... 3
（二） 现货市场回顾.................................................................................. 4
二、 重要事件.......................................................................................................5
三、 基本面分析...................................................................................................6
（一） 原油弱势震荡 化工品继续创新低........................................................ 6
（二） 橡胶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 8
（三） PTA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 11
（四） 塑料、PP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 14
（五） 小结.........................................................................................................17
四、 技术分析.....................................................................................................18
五、基差分析及操作建议.................................................................................. 20

1 /23

化工·周报

附

图

图表 1 本周能源化工内外盘收盘情况......................................................................................................... 3
图表 2 天胶和 PTA 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3
图表 3 塑料和 PP 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4
图表 4 能源化工现货市场情况..................................................................................................................... 4
图表 5 天胶和 PTA 现货市场、出厂价格走势......................................................................................... 4
图表 6 塑料和 PP 现货成交价格走势........................................................................................................ 5
图表 7 WTI 主力合约周 K 线图................................................................................................................ 7
图表 8 布伦特主力合约周 K 线图............................................................................................................ 7
图表 9 天然橡胶库存期货及可用库容量..................................................................................................... 9
图表 10 全钢胎及半钢胎开工率图.............................................................................................................. 9
图表 11
图表 12
图表 13
图表 14
图表 15
图表 16
图表 17
图表 18

PX 外盘价................................................................................................................................... 11
PTA 装置开工率（%）及库存天数（天）............................................................................. 12
PTA 加工费（元/吨）............................................................................................................... 12
PTA 下游装置开工率.................................................................................................................. 13
PE 装置开工率............................................................................................................................14
PP 装置开工率........................................................................................................................... 15
聚烯烃石化库存图及港口库存图（万吨）.............................................................................. 16
PE 和 PP 下游装置开工率（%）............................................................................................. 16

图表 19 PE 和 PP 油制和煤制成本 ........................................................................................................... 17
图表 20 RU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18
图表 21
图表 22
图表 23

TA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18
塑料主力合约日 K 线图............................................................................................................19
PP 主力合约技术分析图............................................................................................................ 19

图表 24 天胶基差价格走势图.................................................................................................................... 20
图表 25 PTA 基差价格走势图................................................................................................................. 21
图表 26 塑料基差价格走势图.................................................................................................................... 21
图表 27 PP 基差价格走势图..................................................................................................................... 22

2 /23

化工·周报

一、橡胶、塑料、PP、PTA 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图表 1 本周能源化工内外盘收盘情况
品种

上周收盘价

本周收盘价

周涨跌

周涨跌幅（%）

持仓量

周持仓量变化

WTI 主力

32.93

23.64

-9.29

-28.21%

529246

30.8 万

布伦特主力

36.35

29.35

-7

-19.26%

480816

63359

日胶近月

162.2

154

-8.2

-5.06%

4352

-419

RU2009

10810

10055

-755

-6.98%

113285

14275

LL2005

6665

6380

-285

-4.28%

194106

-39314

PP2005

6834

6543

-291

-4.26%

2889

-7346

TA2005

3852

3538

-314

-8.15%

766989

26621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图表 2 天胶和 PTA 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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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塑料和 PP 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图表 4 能源化工现货市场情况
品种

地区

上周

本周

周涨跌

周涨跌幅（%）

RU

华东

10000

9800

-200

-2%

LL

华东

6675

6500

-175

-2.62%

PP

华东

6900

6715

-185

-2.68%

TA

华东

3750

3415

-335

-8.93%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5 天胶和 PTA 现货市场、出厂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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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6 塑料和 PP 现货成交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重要事件
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新冠疫情让世界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全
球经济会衰退并可能达创纪录规模。世界必须果断采取协调一致创新行动。
2、证监会副主席表示，春节后 A 股市场展现出比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与国际市
场比，波动幅度相对较小，投资者的行为更加理性。目前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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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复工率已超过 98%，股市的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外部环境的影响不会改变中国资本市
场平稳向好的趋势。
3、标普：将 2020 年 WTI 原油和布油价格预期分别下调 10 美元至 25 美元/桶和 30 美
元/桶；维持 2021 年和 2022 年油价预期不变。
4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3 月 23 日 01:48，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32 万例，累计确诊 321943 例，死亡病例累计 13714 人。
5、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纽约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在美国 50 个州中，纽约是受新冠病毒
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州。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系统，截至美
国东部时间 3 月 21 日晚 6 点，美国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24148 例，死亡 285 例。疫情最严
重的依然是纽约州，确诊人数 11675 例，新增 2731 例。
6、广州市出台若干措施，从提振新能源汽车消费、鼓励汽车加快更新换代和营造汽车消
费环境 3 个方面，支持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预计拉动总产值将超过 200 亿元。
7、发改委表示，除湖北外，截至 3 月 20 日重点项目复工率为 89.1%。重大铁路项目已
基本复工，京沈高铁等一批重大铁路项目正在抓紧施工建设。
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1-2 月份，进口物流量同比增长 5.5%，实现
逆势增长。民生消费、贸易协定与防疫物资等成为支撑进口物流量增长的重要因素，疫情对
进口物流需求的影响尚不明显。从货类看，猪肉进口量同比增加 1.6 倍。

三、基本面分析
（一） 原油弱势震荡 化工品种继续创新低
上周原油继续延续跌势，市场重心不断下移，主要是因为受国外疫情加剧影响，多国封
闭旅行导致石油需求急剧减少，叠加供给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将在 4 月和 5 月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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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供应量，导致原油本年度下跌幅度已超 50%，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其振幅已经超过 2019
年全年振幅。
而周四有报道说美国可能干预沙特与俄罗斯石油价格战，但是周五又有报道俄罗斯拒绝
屈服于沙特的“石油价格勒索”，这意味着撼动全球能源市场的价格战还会继续下去。原油
不断下挫，市场重心下移。
短期来看，海外疫情抑制了原油需求量，而 OPEC 市场纷纷提升产量来抢占市场份额，
但目前全球原油价格战局势暂不明朗，短期市场风险较大，低位震荡为主，拖累化工品市场
重心继续下移。
图表 7 WTI 主力合约周 K 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国元期货

图表 8 布伦特主力合约周 K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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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国元期货

（二） 橡胶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
1、 国外疫情加剧

拖累胶价重心下移

自 3 月 16 日马来西亚总理宣布，将从 2020 年 3 月 18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为期两周
的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加强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受此影响，泰南，沙墩，董里的货物暂
时无法装运，泰国正在紧急调配泰国境内港口。当下泰国产区干旱情况无缓解，割胶期存在
延迟预期，新胶供应存在偏紧预期，但是受国际恐慌情绪暴增，胶价持续走低。截止 20 日，
泰国原料胶水 36.5 泰铢/公斤，较上周下滑 6.41 个百分点，杯胶 29.5 泰铢/公斤，较上周下
滑 5.6 个百分点。
国内受疫情及胶价低迷的影响，中国云南产区干旱较为严重，初步预计开割时间推迟至
4 月中旬前后。
2、国内社会库存仍位于高位 期货库存处于历史低位
截止 3 月 20 日，天然橡胶期货库存达到 23.96 万吨，较上周末 23.87 万吨上涨 0.04 个
百分点；可用库容量达到 44.64 万吨，较上周末 44.73 万吨下滑 0.2 个百分点；库存小计达
到 24.35 万吨，较上周末 24.4 万吨下滑 0.02 个百分点，基本和上周变化不大。中国国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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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橡胶非国储库存目前高达 153 万吨左右，能够满足国内 3 个月以上正常生产。
图表 9 天然橡胶库存期货及可用库容量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3、国内开工率持续走高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汽车出行较前期大幅增多，叠加物流业逐渐恢复，各地基建顺利展
开，半钢胎及全钢胎替换市场需求略有好转，带动开工率小幅上扬。但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
对轮胎成本支撑有限，且社会库存偏高，估计后期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据统计，本周半钢胎
厂家开工率为 62.09%，环比上涨 10.04%，同比下跌 10 个百分点；本周全钢胎厂家开工率
为 63.72%，环比上涨 8.95%，同比下跌 8.74 个百分点。
图表 10 全钢胎及半钢胎开工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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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4、国外轮胎大厂 3 月中下旬逐步停产 或对全球天胶市场心态造成一定恐慌
据外媒报道，固特异轮胎日前宣布，公司将暂停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轮胎生产和轮
胎翻新工厂的运营。这些工厂会在近日逐步停止生产，至少持续至 4 月 3 日。米其林宣布关
闭其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工厂。部分工厂暂定 8 天其余时间未定。
目前市场人士担心其停产会影响市场情绪，不过境外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升级，市场也存
在较多不确定性因素，后期需重点关注境外公共卫生事件的进展情况。
5、3 月份国内乘用车销量同比下滑 41% 欧洲车市创 13 年以来最差开局
3 月 17 日，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的数据显示，3 月乘用车零售降幅环比 2 月将有
望好转，预计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 103 万辆，同比下滑 41%左右。目前国内车市仍在低位，
4-5 月之后或会逐渐回暖。
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发布的数据，2020 年 2 月份，欧洲乘用车市场新车
注册量同比下跌 7.2% 至 1,066,794 辆。这一下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欧盟各
成员国车辆购置税的变化、全球经济疲软以及疫情致消费者信心下降。欧洲五大主流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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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车市的跌幅最大，达 10.8%；其次是意大利（同比下降 8.8%）、西班牙（同比下降 6%）
和法国（同比下降 2.7%）。

（三） PTA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
1、原油延续跌势 PX 创近几年新低
上周原油持续下挫、公共卫生事件大面积发酵, 造成全球恐慌情绪暴增，下游能化产品
全线溃败，PX 不断创新低。截止 3 月 20 日，亚洲 PX 市场收盘价 541 美元/吨 CFR 中国
和 523 美元/吨 FOB 韩国， 较上周末分别下滑 11.46 和 11.8 个百分点。
图表 11 PX 外盘价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2、国内外 PX 装置开工率持稳
截止 3 月 20 日，国内 PX 装置开工率 85.15%，亚洲开工率在 81.81% 较上周持稳。
目前福建福海创 160 万吨/年 PX 装置于 3 月 6 日开启装置开工率达 5 成左右。
3、PTA 大厂降幅减压去库存
截止 3 月 20 日，PTA 开工率至 69.17%，较上周末至 75.75%下滑 6.58 个百分点，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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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天数维持在 7.5 天，较前期下滑 21 个百分点。主要是大厂近期应对价格大幅下滑，降负减
压来去库存。
图表 12 PTA 装置开工率（%）及库存天数（天）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4、PTA 加工费略有下移 成本重心下挫
本周 PTA 工厂加工费呈现下滑趋势，截止 3 月 20 日，维持在 473 元/吨，较上周末 509
下滑 7.1 个百分点。按照当前 541 美元/吨的 PX 外采价格来算，以及 500 元/吨的加工费，
PTA 完税成本约 3440 元/吨，较上周成本线大幅下挫 8.51 个百分点。
图表 13 PTA 加工费（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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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5、下游聚酯开工率大幅走高
随着国内疫情受到良好控制，聚酯及终端工厂复工持续升温，开工率较前期大幅走高。
截止 3 月 20 日，江浙地区化纤织造综合开机率在 68.83%附近，环比上升 3.83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下降 10.17 个百分点; 聚酯行业平均开工为 79.78%，环比上涨 9.59%。国内聚
酯切片周度开工率为 75.5%，较上周上涨 2.13 个百分点；涤纶短纤周度开工率为 72.29%，
较上周上涨 11.3 个百分点；涤纶长丝开工率为 83.34%，较上周上涨 7.38 个百分点。
图表 14 PTA 下游装置开工率

13 /23

化工·周报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6、终端订单大幅缩减

市场需求疲软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境外蔓延加剧，全球恐慌情绪增加，欧洲、北美、东南亚等地相继
出现了感染人数大暴发。目前多个国家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出台了一系列封国、封城等
措施。和之前国内的局面类似，势必会不同程度地进入居家办公和一些企业半停工的状态。
当然，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国内外贸单数量急剧减少，厂家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压。虽然
前期恢复出口，但是也将会面临以下两个问题，首先终端货源出口到目的港后，清关、转运
的效率将大大降低，运输时效延长，还将产生很多额外的码头堆存等费用。其次，受疫情的
影响，下游接货商可能会出现不提货、弃货的行为。所以整体来说，对于出口造成了不可估
量的损失。
而国内的市场需求低迷，短期也难有较大起色。据数据显示，目前织造厂家库存在 38
天左右，国内虽然疫情得到较好的控制，但是至今下游市场未有较大改观，后期去库存周期
相对较长。而且据中国服装协会对服装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的调研，截至 3 月 6 日，29.4%的
调查企业反映由于市场需求低迷、订单取消等因素导致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反映国内订单大
幅下滑。

（四） 塑料、PP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
1、聚烯烃装置开工率略有下移
截止 3 月 20 日，聚乙烯企业平均开工率在 88.51%，较上周下滑 2.26 个百分点。
线性开工率达到 38.94%，较上周下滑 0.3 个百分点。国内聚丙烯企业平均开工率在
81.3%，较上周下滑 0.43 个百分点左右，拉丝开工率在 28.82%左右。
图表 15 PE 装置开工率

14 /23

化工·周报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16 PP 装置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2、石化去库存缓慢 港口库存位于三年内新低
截止上周末，两油石化库存维持在 128 万吨，较上上周上涨 2.4%，截止 13 日，聚烯
烃石化库存达到 125 万吨左右，较上周末 119.5 万吨上涨 4.6 个百分点。聚烯烃港口样本库
存总量在 36.24 万吨，较上周减少 0.79 万吨，降幅达到 2.13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下降 4.2
万吨，位于三年以来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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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聚烯烃石化库存图及港口库存图（万吨）

数据来源：隆众石化、国元期货

3、下游市场开工率持续走高
受国内疫情好转的影响，聚烯烃下游市场开工率逐渐升温，目前包装膜开工率值得
关注。据统计截止 3 月 20 日，塑料下游农膜企业整体开工率在 55.3%，环比上涨 3.1%。
包装膜膜企业开工率在 62%左右，较前期基本持平。PP 下游编制行业、共聚注塑和
BOPP 行业开工率分别达到 52%、53.6%和 65%，分别较上周上涨 3%，0.6%和持平。
图表 18 PE 和 PP 下游装置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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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隆众石化、wind、国元期货

4、油制利润较前期大幅改善 创煤制仍在亏损边缘
图表 19 PE 和 PP 油制和煤制成本
品种

上周

本周

周涨跌

周涨跌幅（%）

油制线性成本

4627

3820

-807

-17.44%

煤制线性成本

5922

5843

-79

-1.33%

油制 PP 粒料成本

5724

4945

-779

-13.41%

煤制 PP 粒料成本

6331

6288

-43

-0.68%

（五） 小结
天胶：
近期受国外疫情加剧影响及天胶自身基本面需求乏力，天胶市场价格维持低位震
荡，叠加国外轮胎厂因疫情影响已部分停车关闭，全球短期缺乏重大利好消息指引，低
位震荡为主。
PTA:
由于当下原油大幅下挫，PX 持续跟跌，成本重心不断下移，虽市场整体支撑有限。
而当下，短期国内外终端市场整体需求乏力，订单大幅取消，造成下游整体销量偏低，
低位震荡为主，重点关注原油走势。
塑料、PP:
当下全球疫情较为严重，原油弱势震荡为主，对塑料和 PP 成本支撑有限，叠加国
内两桶油聚烯烃石化库存绝对数值仍处于高位，当下去库存难度较大，下游市场观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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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较浓，低位震荡为主。

四、技术分析
图表 20 RU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国元期货

从上图 RU2009 合约日 K 线图上看，上周期价受原油影响在均线之下弱势震荡，并不
断创近几年新低，短期走势整体偏弱，短期市场暂无大幅走高的迹象，低位弱势震荡为主。
图表 21 TA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国元期货

从上图 TA2005 合约日 K 线图上看，上周期价延续前期走势不断下滑，并创上市以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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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短期走势偏弱，低位震荡为主。若前期试空空单，建议 3700 之下继续持有，否则止盈
离场。
图表 22 塑料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国元期货

从上图 L2005 合约日 K 线图上看，上周期价持续下挫，市场重心不断下移，短期市场
走势整体偏弱，有考验下方 6000 一线支撑预期。若前期试空空单，则 6500 一线之下继续
持有，否则止盈离场。
图表 23 PP 主力合约技术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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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国元期货

从上图 PP2005 合约日 K 线图上看，上周期价持续下挫，创近几年新低，短期走势相
对较弱，低位震荡为主，若前期试空空单，则 6700 之下继续持有，否则止盈离场。

五、基差分析及操作建议
橡胶
云南国营全乳胶 SCRWF（RU 主力合约）基差
截止 3 月 20 日，RU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10055 元/吨，云南国营全乳胶 (SCRWF) 的市
场价至 9800 元/吨。据统计 2018 年至今，在 2018 年 8 月 9 日，基差最小值，达到-2430
元/吨；在 2020 年 1 月 23 日，达到最大为 215。目前基差达到-255，主要是主力合约出现
移仓换月，短期市场有试探上方 0 一线的概率。
图表 24 天胶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PTA
CCFEI 价格指数（PTA 主力合约）基差
截止 3 月 20 日，TA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3538 元/吨，CCFEI 价格指数:PTA 内盘报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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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 元/吨。2018 年至今，基差在 2020 年 3 月 9 日达到最小值-388；在 2018 年 9 月 14
日，达到最大值为 1811 元 /吨；目前基差在-123。短期在 0 线之下震荡的概率偏大。
图表 25 PTA 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塑料
扬子石化 DFDA-7042（L 主力合约）基差
截止 3 月 20 日，L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6380 元/吨，华东现货市场上扬子石化 DFDA-7042
的出厂价至 6750 元/吨。据统计，2018 年至今，基差在 2018 年 1 月 12 日达到最小值为-300；
基差在 2018 年 12 月 25 日，达到最大为 910 元/吨；目前基差达到 370 元/吨，已入场者
在 0 线之上继续做基差扩大，目标 500，不破建议止盈离场。
图表 26 塑料基差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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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PP
福建联合 T30s（PP 主力合约）基差
截止 3 月 13 日，PP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6543 元/吨，福建联合 T30s 的出厂价至 6600
元/吨。据统计 2018 年至今, 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达到最大，最大值为 1664，基差在 2018
年 8 月 26 日达到最小值，最小值为-353。目前基差达到 57，主要周五期价大幅走高。短期
仍有扩大趋势。
图表 27PP 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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