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9

聚烯烃周报

化工系列

国元期货研究咨询部

排产比例持续走低

PP 微涨为主

聚烯烃： 近期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给与煤化工较强支撑， 电话：010-59544989
叠加港口库存持续下滑，PP 标品排产比例持续走低，给与市

研究咨询部：张霄

场偏强支撑。但是考虑到聚烯烃石化库存反复，新产能的释

从业资格编号：F3010320

放，以及下游实际需求暂无较大改善，后期虽有反弹动力，

投资咨询编号：Z0012288

但是幅度相对有限，微涨为主。

邮箱：

投资策略：短期微涨为主。

zhangxiao@guoyuanqh.
com

相关报告
《下半年聚烯烃在扩产周
期下存回落预 202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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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周聚烯烃市场运行的主要逻辑
图表 1 下周市场预测

方向

市场主要逻辑

多头主要逻辑

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塑料和 PP 装置开工率大幅下滑，其中
PP 粒料的排产比例持续下挫，市场货源相对偏紧，港口库
存持续走低对聚烯烃成本支撑偏强。

空头主要逻辑

石化库存反弹，下游实际需求暂无较大改善。

操作建议

宽幅震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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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市的关注点
1、7 月 18 日，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 19 次部长级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与会各
国就从今年 8 月起逐步提高产量达成一致。欧佩克与非欧佩克成员国达成以下共识：第一，
将 2020 年 4 月开始执行的欧佩克+减产协议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第二，自 2021
年 8 月开始每月增产 40 万桶/日，直到完全恢复 580 万桶/日的主动减产量；第三，将部分
产油国产量配额上调，自 2022 年开始生效，2022 年 5 月起，阿联酋的原油减产新基准为
350 万桶/日，较此前增加 33.2 万桶/日，同时将伊拉克、科威特产量基准分别提高 15 万桶/
日，沙特、俄罗斯产量基准提高 50 万桶/日；第四，2021 年年底将根据市场进展再次评估
原油产量计划。关注后期原油走势对化工品成本的影响；
2、2021 年上半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493.9 亿件，同比增长 45.8%；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842.1 亿元，同比增长 26.6%。继续关注 7 月份快递市场对包装膜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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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 1－5 月，全国塑料制品行业完成产量 3141.5 万吨，同比增长 20.1%。5
月当月，全国塑料制品行业完成产量 694.5 万吨，同比增长 7.1%。2021 年 1－5 月，全国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累计营业收入 8393.4 亿元，同比增长 27.2%；实现利润总额 485.4 亿元，
同比增长 28.7%。
4、据资讯统计，自 7 月 14 日到 16 日，拉丝排产占比明显下降至 23.84%，较周一减
少 12.41%，拉丝供应出现相对偏紧，对市场价格略有支撑。
5、自 7 月 12 日以来，PP 装置集中在 14-15 号相继停车，涉及产能在 494 万吨/年，
检修损失量在 5.76 万吨，环比增加 9.92%。

三 、产业链图表
图表 2 塑料价格走势图（元/吨）

图表 3 PP 价格走势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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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塑料开工率和线性占比（%）

图表 5 PP 开工率和拉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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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6 聚烯烃石化库存图（万吨）

图表 7 聚烯烃港口库存图（万吨）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8 塑料下游开工率图（%）

图表 9PP 下游开工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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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聚烯烃成本图（元/吨）
品种

上周

本周

周涨跌

周涨跌幅（%）

油制线性成本

6850

6694

-156

-2.28

煤制线性成本

8430

8454

24

0.28

油制 PP 粒料成本

6990

6834

-156

-2.23

煤制 PP 粒料成本

7878

7908

30

0.38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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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塑料基差图 （元/吨）

图 12PP 基差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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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图表 13 塑料主力合约价差图 （元/吨）

图 14PP 主力合约价差图（元/吨）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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