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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二季度检修支撑仍在。根据目前检修计划来看，陕西北元 125 万

吨装置以及新疆中泰 170 万吨装置仍有检修预期，叠加长期停车装置，

虽然 6 月份检修损失相比 4-5 月份的检修峰值有所回落，但是仍然较为

可观，短期的检修支撑仍在

进口增量有限，去库节奏有望延续。从库存角度来看，4 月份之

后，供需两端持续向好，受此推动，华东及华南 PVC 样本库存持续下滑，

并且华南地区货源相对紧张，上游企业多数预售，库存保持低位。虽然

4月份以后进口窗口持续打开，但是参考去年四季度的情况，我们估计 6，

7月份的进口增量较为有限，在需求带动下，去库节奏有望延续

房地产韧性较强，终端需求向好。考虑到管材，型材等需求一般

滞后房地产新开工数据 3-6 个月，随着房地产新开工出现“V”形反弹，

下半年房地产对于 PVC 需求的支撑有望延续。另外，二季度之后，随着

欧美疫情逐渐好转，6，7 月份的 PVC 地板出口需求有望稳中有增

结论：6 月份中旬之后，前期推动价格上涨的检修支撑仍然存在，

而房地产复苏对管材，型材等主要下游的拉动仍然强劲，这也使得上游

库存和社会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我们认为短期内的去库状态有望延续

操作建议：V09 多单有望延续高位震荡走势，波动区间 6100-6500，

考虑到四季度产能投放的进度以及下游开工的季节性，前期 V09-01 正套

头寸可以继续持有，未入场者可以待回调买入，目标价差 300，止损 150

附近

风险因素：进口超预期，国际油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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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略概述

6 月中旬之后，前期推动价格上涨的检修支撑仍然存在，而房地产新开工复苏对于管

材，型材等主要下游的拉动仍然强劲，这也使得上游库存和社会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我

们认为短期内的去库状态有望延续，V09 多单有望延续高位震荡走势，波动区间 6100-6500，

考虑到四季度产能投放的进度以及下游开工的季节性，前期 V09-01 正套头寸可以继续持有，

未入场者可以待回调买入，目标价差 300，止损 150 附近

2.策略逻辑

2.1.检修支撑仍在，V09压力有限

从历史统计来看，二季度是传统检修旺季，尤其是 4-7 月份，检修力度明显增强，而

今年情况稍有不同，一方面，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的检修时间有所提前，一季度检修损

失高达 50 万吨，同比增加两倍以上，另一方面，受安全事故以及环保影响，长期停车装置

有所增加，其中 2019 年 4 月份停车的伊东东兴 36 万吨装置，云南南磷 33 万吨装置以及

2020 年 2 月停车的 20 万吨盐湖海纳等装置短期内暂无开车计划，月度损失产量在 12 万吨

附近，相比去年同期 2 万吨左右的均值增幅明显。6 月份之后，根据目前检修计划来看，

陕西北元 125 万吨装置以及新疆中泰 170 万吨装置仍有检修预期，叠加长期停车装置，虽

然检修损失相比 4-5 月份的检修峰值有所回落，但是仍然较为可观，短期的检修支撑仍在

图 1 2018-2020月度检修损失 图 2 2019-2020长期停车损失对比

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2.进口或不及预期，去库节奏延续

从历史统计来看，4 月份之后，供需两端持续向好，一方面，检修力度逐渐加大，并

在二季度达到峰值，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减弱，下游企业也逐渐复苏，带动 PVC 市场回

暖，在多重利好推动下，华东及华南 PVC 样本库存持续下滑，并且华南地区货源相对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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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企业多数预售，库存保持低位。数据显示，6 月 12 日，华东及华南市场样本仓库库存

环比降 6.12%，同比低 4.31%。

图 3 社会库存持续去化 图 4 月度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然而，部分业内人士比较担心进口压力，认为随着国内 PVC 价格的拉涨，4 月份以后

进口窗口持续打开，预计在中国市场率先复苏的情况下，全球低价货源会涌入中国市场，

考虑到船期因素，二季度的到港压力会逐步增大。然而，从往年数据来看，PVC 月度进口

量变化较为有限，虽然去年商务部发布《关于终止对原产于美国、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

的进口聚氯乙烯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公告》，自 2019 年 9 月 29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韩

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进口聚氯乙烯不再征收反倾销税，但是目前国内 PVC 行业已经处于

产能过剩阶段，进口依存度不到 5%，即使去年四季度进口窗口持续打开，月度进口量并未

明显增加，因此我们估计 6，7 月份的进口增量较为有限，在需求带动下，去库节奏有望延

续。

2.3.房地产韧性较强，终端需求向好

从PVC下游分布来看，管材，型材以及门窗等占比超过一半，而这些下游均与房地产开

发密切相关。数据显示，1—5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762628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2.3%，增速比1—4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536765万平方米，增长

3.5%。房屋新开工面积69533万平方米，下降12.8%，降幅收窄5.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

开工面积50888万平方米，下降13.9%。房屋竣工面积23687万平方米，下降11.3%，降幅收

窄3.2个百分点。考虑到管材，型材等需求一般滞后房地产新开工数据3-6个月，随着房地

产新开工出现“V”形反弹，下半年房地产对于PVC需求的支撑有望延续。另外，二季度之

后，PVC出口逐渐恢复，其中4月份出口量达到39万吨，环比增加10万吨，考虑到美国占PVC

出口的60%，随着欧美疫情逐渐好转，6，7月份的出口需求有望稳中有增。

从调研情况来看，5月份下游开工稳中有增，部分企业的开工同比增加10-20%，其中管

材行业表现较好，个别企业表示5月份已经达到满负荷开工；型材企业表现尚可，5月份20

家样品型材企业整体开工率提升至47%，部分企业5月份基本达到满负荷，超出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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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表现较好。

图 5 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 图 6 PVC地板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结论及操作

综合来看，6 月中旬之后，前期推动价格上涨的检修支撑仍然存在，而房地产复苏对于

管材，型材等主要下游的拉动仍然强劲，这也使得上游库存和社会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

我们认为短期内的去库状态有望延续，V09多单有望延续高位震荡走势，波动区间6100-6500，

如果库存开始持续累积，则前期多单逐步离场观望。考虑到四季度产能投放的进度以及下

游开工的季节性，前期 V09-01 正套头寸可以继续持有，未入场者可以待回调买入，目标价

差 300，止损 150 附近，同时关注进口超预期，国际油价等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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