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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价小幅下跌 

 

 

 

原油：油价小幅下跌 

1.核心逻辑：中东局势缓和令供应中断风险下降，同时市场对今年供

应过剩忧虑的重燃进一步打压了油价。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比罗尔

(Fatih Bitol)周五(1 月 10 日)接受访问时指出，今年全球原油市场供应

将保持充足，可能出现约 100 万桶/日的供应过剩情况。预计本周油价将

维持震荡。 

2.操作建议：观望。 

3.风险因素：宏观局势变动；地缘政治 

4.背景分析：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周五(1 月 10 日)公布数据显示，

截至 1 月 10 日当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减少 11 座至 659 座，连续三周

录得下滑且触及 2017 年 3 月来最低水平。去年同期为 873 座。2019 年录

得 2016 年以来的首次年度降幅。 

随着美伊局势暂告一段落，交易员的关注焦点料重新回到全球经济状

况。预计中美下周将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为风险资产提供潜在支撑。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周四表示，应美方邀请刘鹤将率团于 1月 13-15

日赴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双方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的具体安排密切

沟通。 

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比罗尔(Fatih Bitol)周五(1 月 10 日)接受访问时指

出，今年全球原油市场供应将保持充足，可能出现约 100 万桶/日的供应

过剩情况。比罗尔表示：“非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原油供应增长非常

强劲。同时产量增幅不仅来自美国，而且还来自挪威、加拿大、圭亚那以

及其他国家。因此，我可以说，我认为市场供应充沛。其结果是，我们看

到油价仍维持在每桶 65 美元附近。”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讲话中表态，只要我是美国总统，伊朗就不会被允

许拥有核武器。其对外公布，美国士兵很安全，在这次的攻击中没有伤亡

产生。此外，特朗普重申了美国的能源安全性已经大幅提高，已经不需要

中东的原油供应。特朗普认为，伊朗似乎没有进一步行动的准备，但会对

其实施额外的制裁，指出严厉的制裁将会一直持续至伊朗改变做法。分析

师认为这表明双方可能会重归谈判桌解决问题，中东紧张局势对原油供应

的威胁已经大幅下降。 

 

 

聚酯：关注下游减停产情况  

1.核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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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方面，成本端来看，短期随着 PX供应端的增加，PX的上涨的幅度

制约，如果后期原油价格下调，PX 或仍有一定的压缩空间。供需方面，1

月中下旬部分装置陆续恢复，供应增量逐渐增加，需求方面，随着春节临

近，聚酯减产力度增加，需求减少预期，因此，由于阶段性累库因素，在

成本推动减弱下，PTA延续偏弱。  

EG方面，港口仍有封航动作，船只入库较为缓慢，预计乙二醇港口库

存仍将维持小幅去库，显性库存难以形成有效回升。另外节前聚酯工厂备

货虽小幅上升但仍存补库需求，短期出货速度仍将维持。短期来看，乙二

醇现货价格仍将表现偏强为主，关注原油以及宏观市场走势，浙石化目前

处于前期试车阶段关注其运行情况。节后若装置运行良好，期现货价差或

将回归。  

2.操作建议：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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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1）美元/吨 CFR 日本；亚洲 MX（异构）：701（-1）

美元/吨；FOB 韩国 PX 亚洲：795（-3）美元/吨 FOB 韩国和 815（-3）美

元/CFR 中国。 

现货市场 

TA：装置检修延长等因素影响，PTA 期货震荡上涨，日内 PTA 成交氛

围好转，聚酯买盘气氛好转，1 月货源主港现货主流商谈在 2005 贴水 60-90

附近，非主港货源在 03 贴水 100 附近商谈，现货成交在 4800-4880 附近。

2 月货源在 05 贴水 60-70 附近有成交，部分货源在 4860 附近成交。贸易

商出货为主，聚酯工厂有采购。今天主流货源成交平均基差在 2005-70。  

EG：乙二醇港口库存维持小幅去库，显性库存难以形成有效回升。另

外节前聚酯工厂备货虽小幅上升但仍存补库需求，短期出货速度仍将维持。

短期来看，乙二醇现货价格仍将表现偏强为主，关注原油以及宏观市场走

势。节后若装置运行良好，期现货价差或将回归。  

下游市场 

切片： 

  荣盛石化聚酯半光切片报 6550 元/吨现款，有光切片报价在 6600 元/

吨现款。恒逸石化聚酯半光切片报 6560 元/吨现款，有光切片报 6630 元/

吨现款。浙江古纤道聚酯半光切片报 6550 元/吨现款，有光切片报 6600

元/吨现款。浙江天圣聚酯半光切片报 6450 元/吨现款，有光切片报 6500

元/吨现款。浙江华成聚酯半光切片报 6500 元/吨现款。浙江聚兴聚酯半光

切片报 6500 元/吨现款。浙江万凯聚酯有光切片报 6750 元/吨现款。 

长丝 

慈溪切片纺丝价报稳，POY75/36（150）白丝 7200-7250，黑丝 7850-8000

附近；诸暨切片纺丝价报稳，POY75/36(152)白丝 7500，黑丝 8000 附近，

欠款价高两百。成交优惠商谈。 

主流 POY150D/48F 价格为每吨 7200 元（-35）。 

主流 FDY150D/96F 价格为每吨 7510 元（-10） 

主流 DTY150D/48F 价格为每吨 8825 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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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纤： 

直纺涤短报价依旧维稳，成交商谈为主，重心仍有适度下滑。下游刚

需补货，成交清淡，大多产销在 3-6 成附近。 

成交方面：半光 1.4D 江苏地区成交 6900-7000 元/吨出厂或送到，较

高 7100-7200 元/吨；浙江地区在 6950-7050 元/吨出厂或短送；山东、河

北市场成交在 7000-7150元/吨，福建市场重心在 7000-7150附近现款短送。 

纯涤纱及涤棉纱报价多维稳，销售清淡，负荷下滑。 

轻纺城： 

周一轻纺城总成交 672，化纤布 528，短纤布 144。 

PTA 仓单： 

周一郑商所仓单 32991（+3970）张，有效预报 5228 张。 

MEG 仓单： 

周一大商所仓单 558（+0）张。 

利润价差 

周一 TA09-TA05 价差 8 元/吨；PTA 期现价差（TA05-PTA 现货）79 元

/吨；PTA 现货加工费约为 662 元/吨。 

周一 EG09-EG05 价差为-162 元/吨；EG 期现价差（EG05-EG 现货）为

-549 元/吨。 

 

L:油价下跌，L 暂时观望 

1.核心逻辑：供需面短期变化不大：对中东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导致

的石油供应风险继续消退，石油供应没有实质性中断，欧美原油期货连续

五个交易日下跌，美国基准原油期货跌至近六周以来最低；装置方面，浙

江石化一期已开启预售，并且标品生产比例明显提升，供应压力仍存；需

求层面，农膜需求回落，下游刚需补库为主。库存方面，上周石化库存小

幅下滑，库存水平中等偏低。中长期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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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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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货市场价格稳中略高，华北个别线性略高 20-50 元/吨，华东部分线

性略高 30-50 元/吨，其余盘中整理，LLDPE 主流价格在 7150-7650 元/吨。

线性期货高开震荡上行，部分石化上调出厂价格，部分商家随行试探跟涨，

然下游接货积极性不高，多坚持刚需采购，成交侧重商谈。 

美金市场价格坚挺，贸易商美金报盘不多，外商报盘继续走高，部分

外商封盘未报。伊朗方面再起波澜，继地缘冲突后，伊朗政府宣布限气令，

保证居民生活取暖，伊朗部分装置将关闭或低负荷运行，加之前期伊朗两

处工厂有检修计划，节后伊朗货源供应大概率偏紧。高压方面，沙特某外

商新报盘跟涨，报盘在 940 美元/吨，成交在 930 美元/吨，中东地缘风险

尚未有缓解意向，叠加一季度沙特、伊朗以及卡塔尔部分石化检修预期，

以及近期伊朗限气令，市场对节后中东供应能否正常较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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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方面，检修小幅增加，其中兰州石化老全密度装置有望近期重启，

新低压装置停车做转产准备；宁夏宝丰全密度装置 12 日晚停车检修等。 

   

PP:油价下跌，PP 空单持有 

1.核心逻辑：供需面短期化不大：对中东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导致的

石油供应风险继续消退，石油供应没有实质性中断，欧美原油期货连续五

个交易日下跌，美国基准原油期货跌至近六周以来最低；装置方面，标品

生产比例小幅下滑，浙江石化已开启预售，新产能释放压力增加。库存方

面，上周石化库存小幅下滑，库存水平中等偏低。中长期来看，产能扩张

带来的压力将逐步增加，关注装置投产进度。 

2.操作建议：单边建议空单持有，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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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货市场整理居多。期货早间虽震荡上涨，但受制于石化厂价部分下

调及业者后市信心偏弱，因此贸易商早间出货意向强，市场价格也未见明

显上涨、下游终端适量采购，实盘侧重商谈。今日华北市场拉丝主流价格

在 7400-7450 元/吨，华东市场拉丝主流价格在 7500-7650 元/吨，华南市

场拉丝主流价格在 7650-7900 元/吨。 

PP 美金价格窄幅整理，国内市场价格的回暖并未明显带动美金市场价

格上行，部分低价货源价格约 860 美元/吨，已顺挂国内市场价格。终端

方面按需采购为主，成交未明显放量。价格方面，市场均聚货源主流成交

区间在 860-900 美元/吨，共聚主流成交区间在 970-1010 美元/吨。PP 美金

市场后市仍面临明显供应压力，市场供需矛盾仍待解决，价格后市整体易

跌难涨，明日拉丝价格或在 860-900 美元/吨。 

装置方面，装置检修变化不大，其中青海盐湖继续停车，重启待定；

东莞巨正源 2 号线因故障于 1 月 6 日临时停车，预计维持 10 天；台塑宁

波大线临时停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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