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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延续震荡

原油：油价延续震荡

1.核心逻辑：新型冠状病毒引发市场担忧，市场看空原油需求。目前
OPEC 有进一步深化减产倾向。目前市场情绪有所缓解，建议投资者空单
止盈，关注宏观及疫情发展。

2.操作建议：空单止盈。

3.风险因素：疫情发展情况；地缘政治

4.背景分析

欧佩克发布了 2 月份《石油市场月度报告》，该报告下调了全球石油

需求增长预测，预计 2020 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增长 99 万桶，比上期报告
预测下调了 23 万桶，为 9 个月来第 6 次下调全球石油增长预测。报告认

为，冠状病毒爆发对中国经济影响增加了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
性，从而增加了 2020 年全球石油增长的不确定性。欧佩克预计 2020 年全
球经济增长 3%，比上期报告下调 0.1%。然而，报告也认为，“显然，中

国情况发展需要继续监测和评估，以衡量 2020 年对石油市场的影响。”

欧佩克预测 2020 年非欧佩克国家原油日均供应增长 225 万桶，比上期
报告下调 10 万桶。欧佩克认为。尽管对美国石油日产量预测大幅度下调，

但是其影响程度被挪威、加拿大和巴西产量预测上调所抵消。
欧佩克及其减产同盟国在去年 12 月份达成新的减产协议，将每日减产

幅度增加 50 万桶。今年 1 月份欧佩克产量数据是衡量这份协议执行情况

的首个月度数据。欧佩克报告通过第三方评估认为，1 月份欧佩克原油日
产量减少 50.9 万桶，其中沙特阿拉伯原油日产量增加 15.4 万桶，尼日利

亚原油日产量增加 3.8 万桶，安哥拉原油日产量增加 4.5 万桶。伊拉克原
油日产量减少 6.5 万桶、科威特和阿联酋原油日产量分别减少 5.1 万桶和 5
万桶。

投资者信心有所恢复，提振了石油期货市场气氛。美国能源信息署（EIA）
最新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增近 750 万桶，远超市场预期，同
时上周美国原油产量也重返 1300 万桶/日的记录高位。不过市场更关注的

是中国生产活动能否加快恢复进程，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当地的原油消耗水
平。

聚酯：空单逐步止盈

1.核心逻辑：

TA 方面，目前来看，近期随着疫情持续，各地管控仍较为严格，人员

东海期货| 产业链日报 2020 年 02 月 14 日

能化产业链日报研究所 能化策略组

李婉莹

从业资格证号：F3032043
投资分析证号：Z0014314
联系电话：021-68757827
邮箱：liwy@qh168.com.cn

赵 飞 联系人

联系电话：021-68757827
邮箱：zhaof@qh168.com.cn

mailto:liwy@qh168.com.cn


东海期货研究所

2

的返岗以及物流因素仍制约下游聚酯负荷的提升，如果 2月聚酯负荷维持

在较低水平，PTA 供应商的库存压力增加，后期仍有可能继续降负荷。成
本端来看的话，PX 低位震荡为主。因此，PTA 短期仍维持偏弱震荡，后市

关注 PTA 装置变动以及聚酯、终端等复工情况。

EG 方面，因交通管制影响，近期港口发货偏少，显性库存仍将高位叠

加为主，场内可流转现货重启。供需结构来看，2月乙二醇供需过剩在 40
万吨附近，3月份视交通恢复情况而定，但保守估计过剩量仍在 25 万吨附

近。基本面弱势格局压制明显。目前乙二醇绝对价格回落至低位，煤化工
工厂减停产意向性增加，但是大炼化装置进展较为顺利，供应输出较为客

观。短期来看，乙二醇弱势运行为主，关注疫情发展以及工厂返工力度。

2.操作建议：近月空单逐步止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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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6）美元/吨 CFR 日本；亚洲 MX（异构）：599（+2）
美元/吨；FOB 韩国 PX 亚洲：719（+2）美元/吨 FOB 韩国和 737（+2）美
元/CFR 中国。

现货市场

TA: PTA期货震荡整理，日内 PTA现货商谈基差偏弱，贸易商和供应
商均有报盘，主港现货货源成交在 05 贴水 160-165 附近，成交价格在区

间 4280-4295 元/吨附近，远月货源在 05-140 附近成交，几单成交价格在

4310 元/吨附近。今日主港货源现货基差参考 2005-160。

EG：乙二醇价格重心窄幅整理，市场交投有所好转，日内现货商谈多
围绕 4330-4355 元/吨展开，低位聚酯工厂询盘有所跟进，2 月下期货买盘

跟进为主。美金方面，MEG 外盘重心震荡坚挺，市场成交尚可，日内近期
船货 520-525 美元/吨展开，日内船货小幅倒挂为主。

下游市场

切片：

荣盛石化聚酯半光切片报 6450 元/吨现款，有光切片报价在 6500 元/
吨现款。恒逸石化聚酯半光切片报 6450 元/吨现款，有光切片报 6520 元/
吨现款。浙江古纤道聚酯半光切片报 6450 元/吨现款，有光切片报 6500
元/吨现款。浙江万凯聚酯有光切片报价 6200 元/吨现款。物产安兴聚酯有

光切片报价 6000 元/吨现款。

长丝

部分工厂陆续复工，开盘工厂暂报稳观望。如荣盛、开氏、华祥等报

稳。中小加弹 DTY 暂无报价。

主流 POY150D/48F 价格为每吨 7145 元（-0）。

主流 FDY150D/96F 价格为每吨 7400 元（-0）

主流 DTY150D/48F 价格为每吨 8825 元（-0）

短纤：

江浙直纺涤短报价多维稳或商谈为主，询盘、成交稀少。江苏某短纤

工厂 20 万吨装置今日重启，预计周末出产品。福建直纺涤短平稳，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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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 主流商谈重心在 6500-6600 元/吨，下游刚需补货。

下游纱厂开工缓慢提升，成交稀少

轻纺城：

周四轻纺城总成交 817，化纤布 592，短纤布 225。

PTA 仓单：

周四郑商所仓单 30526（+1002）张，有效预 2908 张。

MEG 仓单：

周四大商所仓单 108（-0）张。

利润价差

周四 TA09-TA05 价差 110 元/吨；PTA 期现价差（TA05-PTA 现货）为
167 元/吨；PTA现货加工费约为 402 元/吨。

周四 EG09-EG05 价差为 100 元/吨；EG 期现价差（EG05-EG 现货）为

81 元/吨。

L:油价震荡，L暂时观望

1.核心逻辑：供需面短期变化不大；装置方面，浙江石化一期投产，

供应压力仍存；需求层面，下游整体开工提升缓慢，即使能够及时开工，

疫情造成的恐慌心理也会对人员的返工造成影响，下游需求恢复情况堪忧。
库存方面，节后石化库存增加一倍，去库压力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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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暂时观望。

3.风险因素：油价，装置提前投产等。

4.背景分析

现货市场价格下跌，华北部分线性跌 50 元/吨；华东部分线性跌 50
元/吨；华南部分线性跌 50-100 元/吨，LLDPE 主流价格在 6600-7000 元/
吨。期货盘中下跌，部分石化继续下调出厂价，市场交投延续疲软，商家

出货不畅，随行跟跌报盘。下游补仓鲜少，成交欠佳。

美金市场本周价格继续下行，主流外商经前期降价后，销售效果不佳，
本周多数继续低报调整。国内终端企业复工情况不佳，需求清淡，加之部

分物流仓储因素，货源周转效率低下，市场整体行情难有改观。价格方面，

卡塔尔外商报盘线性在 825 美元/吨，CIF 主港，带远期信用证，环比上周
下跌约 30 美元/吨。泰国某供应商对远月免关税线性报盘在 880 美元/吨，

某国际商社对新加坡线性报盘在 920美元/吨，目前 PE市场需求恢复缓慢，
现有价格水平仍存下行空间。

装置方面，检修变化不大，中天合创釜式法 LDPE2 日停车，重启待定；
上海石化 1PE 二线停车，重启待定；茂名石化 2#高压停车待料等。

PP:油价震荡，PP暂时观望

1.核心逻辑：供需面短期变化不大：装置方面，浙江石化一期投产，

一线负荷 80%,, 二线聚合装置计划 2 月 15 日左右试车,马来西亚国家石油

90 万吨新增聚丙烯生产线所生产的货源陆续投放，新产能释放压力增加。

需求层面，下游整体开工提升缓慢，即使能够及时开工，疫情造成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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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也会对人员的返工造成影响，下游需求恢复情况堪忧。库存方面，节

后石化库存增加一倍，去库压力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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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建议暂时观望，L-PP价差暂时观望。

3.风险因素：油价，装置提前投产等。

4.背景分析

现货市场继续走低，市场价格下跌幅度在 50-100 元/吨左右。早间期

货低开后震荡运行拖累业者心态同时打击现货价格。石化库存继续增加，
出厂价进一步下调，下游工厂复工延迟，需求贫乏，贸易商积极出货，报

价继续走低，场内交投平淡。今日华北市场拉丝主流报价在 6600-6700 元
/吨，华东市场拉丝主流报价在 6700-6800 元/吨。

美金市场价格弱势震荡，成交一般，俄罗斯低价货源拉低拉丝价格报

盘 840 美元/吨，市场成交鲜闻。均聚方面，部分沙特外商报 880 美元/吨，
成交清淡。共聚方面，报盘听闻不多，贸易商对中东保税货源意向价格在

960 美元/吨附近。透明料方面，有中东和韩国货源报盘在 1020-1040 美元

/吨。。

装置方面，装置检修小幅增加，其中燕山石化一聚 2 月 6 日起停车，
预计 1 周左右；延安炼厂老装置 2 月 4 日停车，重启待定;绍兴三圆老线停

车，新线低负荷运行产 T30S;北方华锦(辽通化工）老装置 2 月 5 日起停车，
开车时间待定;海天石化装置于 2 月 4 日停车，开车时间待定;蒲城清洁能

源 PP 挤压机故障，2 月初停车，预计检修时间 25 天;东莞巨正源 2 号线 2
月 6 日起停车，开车时间待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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