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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市场等待 OPEC 会议，油价震荡 

1.核心逻辑：欧佩克及其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减产同盟将在下周

的维也纳会议上继续履行减产协议，但是是否延长明年 3月份到期的协议，

是否加深减产力度，还有待于会议讨论。人们担心会议上的分歧，或者参

与减产的产油国不遵守协议，可能导致 2020 年原油市场供应过剩。此外，

巴西、挪威和圭亚那等较小产油国新增石油供应，以及美国不断增长的原

油产量已经让一些市场参与者预期供应过剩和油价下跌。 

2.操作建议：观望 

3.风险因素：宏观局势变动；中东地缘政治问题 

4.背景分析： 

美国能源信息署刚刚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美国原油产量再创新高。

9 月份美国原油日产量 1246 万桶，而 8 月份原油日产量为 1239.7 万桶。

随着技术发展，美国增加了页岩层的原油产量，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

大石油生产国。9 月份美国得克萨斯州原油日产量增加了 7.2 万桶，北达

科他州原油日产量和墨西哥湾原油日产量有所下降。俄克拉荷马州和阿拉

斯加州原油日产量也增加。 

   需求方面，美国能源信息署在月度报告中显示，9 月份美国汽油日均需

求 920 万桶，比 8 月份日均减少 65.2 万桶。包括柴油在内的馏分油日均需

求 390 万桶，减少了 8.7 万桶。 

   同期，美国天然气产量也增长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

示，9 月份美国本土 48 周天然气日产量从 8 月份的日均 1042 亿立方英尺

增加到 1048 亿立方英尺。得克萨斯州是美国最大的产气州，9 月份得克萨

斯州天然气日产量达到 290 亿立方英尺的历史最高水平，比 8 月份增加 1%。

美国第二大产气州宾夕法尼亚州，9 月份天然气日产量从 8 月份历史最高

水平日均 192.2 亿立方英尺增加到 192.4 亿立方英尺，增加了 0.1%。 

投机商在布伦特原油期货中持有的净多头增加。管理基金在布伦特原

油期货和期权中持有的净多头增加 12.27%。据洲际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分析，

截止 11 月 26 日当周，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期权持仓量 3130607 手，比前一

周增加了 4364 手；管理基金在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期权中持有净多头

349487 手，比前周增加 38183 手。其中持有多头增加 32082 手，空头减

少 6101 手。 

 

聚酯：等待反弹抛空 

1.核心逻辑：从供需面来看，12月份计划内的检修仍偏少，另外新凤

鸣的装置产量贡献度也有所提升，但由于加工差引起的的装置降负/检修

的压力仍存在，考虑后期新装置的投产节奏，12月份产量适度增加。目前，

聚酯方面随着时间临近春节，淡季的氛围仍有所压制，12月中下旬负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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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下降。因此 12月份的供需来看，PTA大概率累库。后市重点关注，加

工差引起的装置负荷的波动以及聚酯负荷拐点。 

EG方面，乙二醇港口库存再现低点，聚酯工厂现货备货同步回落，基

本面结构来看表现良性。12 月来看，乙二醇供需格局将表现为小幅累库，

但整体幅度有限，社会库存依旧处于低位。下周乙二醇主港到货集中，整

体数值在 28 万吨附近，但实际进罐速度仍需视天气情况而定，预计港存

适度回升为主。低库存下乙二醇现货市场依旧表现偏紧，预计短期乙二醇

价格重心震荡坚挺为主，后续关注聚酯开工负荷变动。 

2.操作建议：TA,EG远月等待反弹抛空。 

3.风险因素：装置检修落地情况；宏观环境变动 

4.背景分析 

原料市场 

石脑油：576（＋5.75）美元/吨 CFR 日本；亚洲 MX（异构）：689

（＋1）美元/吨；FOB 韩国 PX 亚洲：773（－5）美元/吨 FOB 韩国和 793

（－5）美元/吨 CFR 中国。 

现货市场 

TA：期货震荡偏弱，后期累库预期下，买盘气氛清淡，日内 PTA 基差

弱势，聚酯工厂观望为主，商谈清淡，主港现货成交基差在 2001+15，12

月中货源在 2001-5 附近成交，贸易商买卖为主。  

EG：乙二醇价格重心高位坚挺，场内近期货源买气良好，日内现货商

谈多围绕 4700-4730 元/吨展开，场内贸易商参与交投为主，远月期货商谈

偏淡。美金方面，MEG 外盘重心小幅上行，市场成交偏淡，场内买卖价差

宽泛，少量商谈围绕 550-560 美元/吨展开。  

下游市场 

切片： 

日内聚酯原料区间震荡，今日聚酯切片工厂报价多稳，交投气氛一般，

下游刚需采购为主，半光主流报 5950-6050 元/吨现款，个别略低 5850-5900

元/吨；有光主流报 5950-6100 元/吨现款，个别略低 5900 元/吨附近，实

盘商谈。 

长丝 

慈溪切片纺丝价多稳，POY75/36（150）白丝 6800-6850，黑丝 7500-7600

附近；诸暨切片纺丝价多稳，POY75/36(152)白丝 7100，黑丝 7600 附近，

欠款价高两百。成交优惠商谈。 

主流 POY150D/48F 价格为每吨 6945 元（＋10）。 

主流 FDY150D/96F 价格为每吨 6950 元（＋0）。 

主流 DTY150D/48F 价格为每吨 8505 元（＋0）。 

短纤： 

受福建个别工厂装置意外影响，今日福建地区直纺涤短报价普遍上涨

50-150 元/吨，江浙地区大多报稳，部分优惠缩小或报价小幅上涨，但实

际操作大多按原价格执行。下游集中补仓，今日产销火爆，大多在 200-500%，

个别较高 1000%。成交方面：半光 1.4D 江苏地区成交 6600-6750 出厂或送

到；浙江地区在 6600-6650 元/吨出厂或短送；山东、河北市场成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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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6800 元/吨，福建市场重心在 6650-6900 附近现款短送。纯涤纱及涤

棉纱赞维稳，销售平淡。中空及低熔点短纤今日部分报价下调 200，目前

原生三维中空短纤有硅主流在 8000-8500，较低 7800 元/吨，4D 低熔点短

纤目前主流在 8500 附近，较高 8700 元/吨，部分成交可适度商谈。 

轻纺城： 

周一轻纺城总成交 802，化纤布 627，短纤布 175。 

PTA 仓单： 

周一郑商所仓单（－0）张，有效预报 600 张。 

MEG 仓单： 

周一大商所仓单 598（－3）张。 

利润价差 

周一 TA05-TA01 价差 34 元/吨；PTA 期现价差（TA01-PTA 现货）为－

12 元/吨；PTA 现货加工费约为 554 元/吨。 

周一 EG05-EG01 价差在－180 元/吨；EG 期现价差（EG01-EG 现货）

为－63 元/吨。 

 

L:油价有所反弹，L 暂时观望 

1.核心逻辑：供需面短期变化不大：欧佩克有望延长减产协议期限，

中国制造业数据乐观，欧美原油期货反弹；装置方面，检修继续减少，叠

加浙江石化一期等新产能的投放预期，供应逐渐增加；需求层面，农膜需

求将从高位回落，下游刚需补库为主。库存方面，上周石化库存小幅下滑，

库存水平中等。整体来看，供应压力逐渐递增，在需求趋弱的背景下，中

长期走势仍然偏空。 

2.操作建议：单边建议暂时观望，PP-L 价差扩大持有。 

3.风险因素：油价，装置提前投产等。 

4.背景分析  

现货市场部分小涨，华北个别线性涨 30-100 元/吨；华东个别线性涨

30-50 元/吨；华南个别线性和高压涨 50-100 元/吨，LLDPE 主流价格在

7160-7700 元/吨。线性期货高开震荡上行，市场交投受到提振，部分石化

上调出厂价格，商家随行小幅高报。下游接货意向谨慎，随用随拿为主，

实盘成交商谈。  

美金市场价格弱势震荡，市场消化上周外商报盘。线性方面，印度外

商 1 月船成交在 790 美元/吨，数量有限。低压方面，中东主流低压膜成

交在 830-850 美元/吨，韩国外商低压膜报盘 870-880 美元/吨。中空中东

主流货源在 810-830 美元/吨，印度货源在 800-830 美元/吨。。 

装置方面，检修损失有所减小，其中茂名石化 1#高压装置停车检修，

目前已经开启；兰州石化老全密度装置继续停车等；蒲城清洁能源临时性

停车，目前已经重启。 

   

PP:油价有所反弹，PP 多单持有 

1.核心逻辑：供需面短期变化不大：欧佩克有望延长减产协议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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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数据乐观，欧美原油期货反弹；装置方面，检修有所减少，标

品生产比例有所下滑，而浙江石化一期有望出产品，新产能产量释放压力

增加。库存方面，上周石化库存小幅下滑，库存水平中等。关注宏观利好

增多的带动。 

2.操作建议：单边建议多单持有，PP-LL 价差扩大持有。 

3.风险因素：油价，装置提前投产等。 

4.背景分析 

现货市场窄幅波动为主。期货小幅上扬缺乏明显提振，贸易商多以随

行就市出货为主。但受制于下游终端接盘积极性不高及生产厂家库存上涨

较多影响，持货方出货意向较强，部分成交仍有小幅让利。今日华北市场

拉丝主流价格在 8100-8350 元/吨，华东市场拉丝主流价格在 8200-8400 元

/吨。 

PP 美金价格整体稳定，12 月到货源多数已预售完毕，市场多数以 1

月报盘为主。终端方面需求清淡，市场远月成交依旧较为困难。价格方面，

市场均聚主流报价区间在 900-940 美元/吨，共聚主流报价区间在 990-1020

美元/吨。PP 市场目前现货价格较为弱势，基差修复或以现货价格下行为

主。 

装置方面，装置检修有所增加，其中广州石化二线 11 月 20 日起计划

内停车检修，预计维持 10-15 天；中韩石化 JPP 线 28 日停车检修，计划

12 月 4 日开车；延安能化 11 月 27 日故障停车，预计停 10 天左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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