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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消息面错综复杂，油价震荡加剧 

1.核心逻辑：美联储宣布更广泛的新措施来支持经济，国际油价盘中

振荡后收涨。然而，多国封城甚至封国将对石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从而

继续打压油价。 

2.操作建议：多 SC空 Brent。 

3.风险因素：疫情发展情况；地缘政治 

4.背景分析  

（1）美联储公布历史性大手笔的“无上限量化宽松”，也就是说，美

联储会采取“开放式”、并且“必要规模”的新措施购买国债和机构抵押

贷款支持证券来注入货币市场流动性，并且提供市场中雇主，消费者和企

业的新融资信贷支持。 

（2）石油市场看涨气氛仍然受限于全球石油需求下降，沙特阿拉伯与

俄罗斯即将增加原油产量也打压市场气氛。然而，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将削

减开支，减少活跃油井数量。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 Eugen Weinberg 在一

份报告中表示：“不仅在需求方面每天都有坏消息，尽管需求空前疲软，

产油国之间前所未有的价格战仍在继续。”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支撑油

价的唯一途径是消除产能过剩，这一过程正在进行中。 

（3）德克萨斯州希望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特朗普政府正在寻求任命一

名新的能源特使前往沙特阿拉伯，说服沙特和俄罗斯缓和价格战和争夺市

场份额的努力。 

 

聚酯：价格低位运行  

1.核心逻辑： 

TA方面，原油价格低位，总体石化产品也均大跌，价格处于相对低位。

市场存在一定的低价抄底或者买货动作。目前国内 PX 产量提升，PTA库存

升高的情况下，中期 PX压力仍然存在。PTA负荷装置负荷下降，但是前期

停车检修装置亦有重启计划；聚酯方面，受疫情影响下，聚酯负荷增速同

比下降，PTA 延续累库状态。因此 PTA 价格短期价格多随原油波动，但加

工差仍有压缩预期。 

EG方面，周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商品市场下跌跟进，乙二醇绝对价

格已处于近几年低位，且明显低于月内均价，场内部分贸易商低位补货积

极。基本面来看，乙二醇依旧处于持续累库存格局，库销比高位维持，下

周预计显性库存将上升至 100万吨偏上。预计近期乙二醇市场跟走原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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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基本面暂不形成有效支撑，后续关注需求环节跟进以及原油走势。 

2.操作建议：关注 TA7-9正套。 

3.风险因素：油价变动；宏观环境变动 

4.背景分析 

原料市场 

石脑油：197（-2）美元/吨 CFR 日本；亚洲 MX（异构）：383（-5）

美元/吨；FOB 韩国 PX 亚洲：484（+13）美元/吨 FOB 韩国和 502（+13）

美元/CFR 中国。 

现货市场 

TA: 现货主港货源商谈在 3300-3350 元/吨。4 月中上货源报盘在 05

贴水 70附近，递盘在 05贴水 75-80附近。据悉早盘在 05贴水 90附近成

交。PTA 期货震荡整理，商谈气氛一般，3 月主港货源报盘在 05 贴水 80

附近，现货主港递盘在 05贴水 85-90附近，现货主港货源商谈在 3260-3300

元/吨。4 月中上货源报盘在 05贴水 70-75附近，递盘在 05贴水 80附近。 

EG:乙二醇价格重心弱势下行，市场商谈一般。上午 MEG 内盘重心窄

幅整理，现货价差略有走弱，远月期货商谈尚可。午后乙二醇价格重心弱

势下行，现货低位成交至 3250-3260元/吨附近。美金方面，MEG外盘重心

小幅走弱，市场商谈一般，近期船货商谈围绕 385-390 美元/吨展开，贸

易商整体出货意向偏浓。 

下游市场 

切片： 

聚酯原料区间震荡，聚酯切片工厂报价多稳，局部偏高价仍有下调，

半光主流工厂报 4700-4800 元/吨现款，局部略低报 4500-4600 元/吨现款；

有光报 4800-4900元/吨现款，个别略低 4600元/吨或偏下，实盘多可商谈。 

长丝 

慈溪切片纺丝价下调，POY75/36（150）白丝 5300-5350，黑丝 6200-6300；

诸暨切片纺丝价下调，POY75/36(152)白丝 5800，黑丝 6300左右，欠款价

高两百。成交优惠商谈。 

短纤： 

原料持续疲软，直纺涤短部分报价下调 100-200 元/吨，成交商谈为

主。下游刚需补货，成交低迷。半光 1.4D主流成交商谈重心在 5600-5700

元/吨。据海关统计，2020年 1-2月我国未梳涤短出口 10.9万吨，同比减

少 23.7%，进口 2.51 万吨，同比减少 8.7%。纯涤纱商谈走货，涤棉纱价

格下滑。终端毁单时有听闻，后期需求预期走差。 

轻纺城： 

周三轻纺城总成交 635，化纤布 450，短纤布 185。 

PTA 仓单： 

周三郑商所仓单 139732（+430）张，有效预报 4197张。 

MEG 仓单： 

周三大商所仓单 20（-0）张。 

利润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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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TA09-TA05 价差 138 元/吨；PTA 基差（PTA 现货-TA05）为 99

元/吨；PTA现货加工费约为 502元/吨。 

周三 EG09-EG05 价差为 190 元/吨；EG 基差（EG 现货-EG05）为-12

元/吨。 

 

L:油价震荡，L 空单离场 

1. 核心逻辑：供需面短期变化不大；美联储宣布更广泛的新措施支

持经济，欧美原油期货连续上涨：装置方面，浙江石化一期投产之后，4

月份之前暂无新装置投产，供应压力缓解；需求层面，下游整体开工提升

缓慢，但是随着疫情出现拐点，下游需求恢复的预期在逐步增加；库存方

面，随着物流恢复，近期石化库存有所回落，但是中长期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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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建议前期空单逐步离场观望，L-PP 价差缩小持有。 

3.风险因素：油价，疫情等。 

4.背景分析  

现货市场，价格部分下跌，华北部分线性跌 50-150 元/吨；华东部分

线性跌 50 元/吨；华南部分线性跌 30-100 元/吨，LLDPE 主流价格在

6150-6700 元/吨。市场交投延续疲软，商家让利报盘。下游需求跟进缓慢，

实盘成交商谈。 

美金市场，外商报盘增多，且大幅降低报盘。继昨日印度某外商率先

引爆热点后，中东外商和东南亚外商持续跟进低价报盘。线性方面，泰国

免关税线性在 770 美元/吨，价格略高。听闻某国际商社报盘沙特线性货

源在 700 美元/吨，卡塔尔外商报盘线性在 710 美元/吨。国内人民币现货

市场持续下行，贸易商心态悲观，对进口货源低价还盘，外商开始接受低

价递盘。近来预期外部需求向下，外部销售压力逐步显现。 

装置方面，检修变化不大，其中福建联合全密度一线 6 日晚间故障停

车检修，计划 15 天左右；沈阳化工 10 万吨线性装置 2 月中旬停车检修，

重启待定；扬子石化 HDPE 装置 C 线 2 月 25 日停车，计划近期重启；宝丰

二期 HDPE 装置停车，重启待定；上海石化 1PE 二线停车，重启待定等。 

   

PP:油价震荡，PP 空单离场 

1.核心逻辑：供需面短期变化不大：美联储宣布更广泛的新措施支持

经济，欧美原油期货连续上涨；装置方面，2 月中旬之后，检修有所增加，

标品生产比例明显下滑，供应端压力有所缓解；需求层面，下游整体开工

提升缓慢，但是随着疫情出现拐点，下游需求恢复的预期在逐步增加；库

存方面，随着物流恢复，近期石化库存有所回落，但是中长期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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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建议空单逐步离场观望，L-PP 价差缩小持有。 

3.风险因素：油价，疫情等。 

4.背景分析 

现货市场，整理为主，波动幅度在 50 元/吨左右。外盘消息面转好，

贸易商随行出货，报价小幅整理，局部出货意向强，因此部分偏向适当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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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促成交，下游终端按需采购，侧重实盘商谈。华北拉丝主流 6450-6600

元/吨，华东主流 6400-6700 元/吨，华南主流 6450-6700 元/吨。 

美金市场，今日 PP 美金市场价格弱势整理，印尼某外商对免关税均

聚货源报盘在 750-760 美元/吨，折合人民币价格约 6100 元/吨，极大施

压进口聚丙烯领域价格。因进口货源价格依旧倒挂明显，终端方面对现有

价格接受度偏低，实盘难以成交。价格方面，市场均聚货源主流价格区间

在 780-820美元/吨。PP美金价格短线仍面临补跌压力。 

装置方面，装置检修有所减少，其中锦西石化 3 月 19 日停车，预计

近期重启；东华扬子江 3 月 4 日起停车检修，预计持续 1 个月；延安炼厂

计划 4 月 2 日至 5 月中旬停车检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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