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_subject]

东海期货|策略报告（EB）

利好支撑有限，EB 谨防回调
[table_date]
2020-10-14

能化策略组
[Table_Author]
研究员：
李婉莹
从业资格证号：F3032043
投资咨询证号：Z0014314
电话：021-68757827

邮箱：liwy@qh168.com.cn

[table_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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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苯上涨乏力，成本支撑有限。由于纯苯库存偏高及需求不佳，
纯苯价格持续低位徘徊。根据我们的估算，目前非一体化乙苯脱氢法装
置现金流成本在 5300-5400 元附近，对苯乙烯继续上涨形成拖累
产能投放在即，供应压力增大。从投产进度来看，9 月份辽宁宝
来投产，负荷有望逐步提升，11 月份前后唐山旭阳以及安徽嘉熙也有投
产预期，预计年底之前投产产能接近 120 万吨，供应端压力仍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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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有所下滑，整体仍处高位。受双节期间苯乙烯部分到船延期
以及下游工厂积极补货的带动，港口库存去化 3 万吨左右，但是目前库
存仍然处于同期高位，后期去库情况不容乐观。
下游需求尚可，提升空间有限。虽然从下游利润来看，受上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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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价格下跌的推动，以及停止废塑料进口等利好因素的提振，下游三大
产品利润仍然可观，但是目前下游开工已经处于近几年的高位，未来很
难进一步提升
结论：双节期间，港口库存超预期去化，极大的提振了市场情绪，
EB01 价格大幅拉涨。但是四季度产能投放预期仍在，供应压力仍存，虽
然下游在高利润刺激之下需求尚可，但是目前已经处于高位，难以提供
进一步的支撑，这也使得港口库存难以持续去化
操作建议：建议 EB01 在 6200-6300 适机布局空单，如果上游装
置停工明显增多或者港口库存持续大幅去化，则空单逐步离场观望
风险因素：去库超预期，国际油价等

重要事项：本报告中发布的观点和信息仅供东海期货的专业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东海期货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请谨慎对
待本报告中的任何信息。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源自于公开资料，我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
下本报告亦不构成对所述期货品种的买卖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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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略概述
双节期间，港口库存超预期去化，极大的提振了市场情绪，EB01 价格大幅拉涨。但是
产能投放预期仍在，供应压力仍存，虽然下游在高利润刺激之下需求尚可，但是目前已经
处于高位，难以提供进一步的支撑，这也使得港口库存的去化难以持续，建议 EB01 在
6200-6300 适机布局空单，如果上游装置停工明显增多或者港口库存出现大幅去化，则空
单逐步离场观望。

2.策略逻辑
2.1.纯苯上涨乏力，成本支撑有限
从主要原料来看，纯苯占苯乙烯成本的 70%左右，纯苯对苯乙烯价格的影响举足轻重。
近期纯苯价格基本随原油走势变动，华东市场现货价格在 3400 元/吨左右，仍处于相对低
位，主要由于纯苯下游需求弱势难改，除了苯乙烯和苯酚开工较高以外，其他下游开工普
遍在 80 以下，这也使得华东港口库存在 26 万吨附近居高不下，相比历史同期高出 14 万吨
左右，对价格上涨形成压制。根据我们的估算，目前非一体化乙苯脱氢法装置现金流成本
在 5300-5400 元附近，对苯乙烯继续上涨形成拖累。

2.2.产能投放在即，供应压力增大
从存量供应来看，尽管 9 月份上游利润不佳，但是开工却维持在 85%附近，处于三年
来同期偏高水平，主要是在产能投放大背景下，长期停车将使得企业面临客户流失风险，
因此在现金流成本尚可的情况下，苯乙烯工厂更倾向于保持较高开工，导致存量供应增多。
尤其是双节过后，苯乙烯价格的大幅拉涨到 6000 附近，上游利润有望达到 700 附近，达到
近半年的高位，在高利润刺激之下，上游开工有望进一步提升。虽然市场传出利士德以及
赛科苯乙烯装置在 11 月份有检修计划，但是在目前的高利润之下，能否落地仍然有待观察。
从投产进度来看，9 月份宝来石化 35 万吨/年苯乙烯装置投产，目前负荷 6 成左右，
开工有望逐步提升，而安徽嘉玺 35 万吨装置、唐山旭阳 30 万吨装置以及中海壳牌二期 63
万吨装置（采用 PO/SM 联产工艺）均有望在 12 月之前投产，合计产能超过 120 万吨，供应
增加预期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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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计划新增产能

图 2 苯乙烯上游开工率

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I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3.库存有所下滑，整体仍处高位
从库存情况来看，受双节期间苯乙烯部分到船延期以及下游工厂积极补货的带动，港
口库存出现明显去化。据不完全统计，9 月 28 日到 10 月 8 日，苯乙烯江苏社会库存目前
总库存量在 26.53 万吨，环比降 2.67 万吨；商品量库存在 24.78 万吨，环比降 2.02 万吨；
华南苯乙烯主流库区目前总库存量在 3.25 万吨，较 9 月 28 日减少 0.9 万吨；商品量库存
在 1.75 万吨，较 9 月 28 日减少 0.62 万吨，合计下滑 3.57 万吨，极大的提振了市场情绪。
至于后期能否延续去库，从供需平衡表来看，随着安徽嘉玺和唐山旭阳的投放，以及
辽宁宝来逐步提升负荷，10 月份产量有望增加 5 万吨，达到 95 万吨左右，而需求端有望
维持在 118 万吨附近，即使四季度的进口量保持不变，10 月份整体的供应量也将小幅超出
需求量，在双节行情过去之后，未来去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图 3 华东库存

图 4 月度进口量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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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下游需求尚可，提升空间有限
从下游开工来看，考虑到 EPS 主要用于泡沫包装和板材领域，其具有较为明显的淡旺
季，随着北方天气转冷，11 月份左右开工或有所下滑；而 PS 和 ABS 下游需求主要是家电
和电子电器行业，季节性不太明显，其中 PS 开工率达到 81%附近，相比去年同期提升 10
个百分点，但是江苏雅仕德 PS 装置计划 10 月份停车检修 1 个月，以及上海赛科计划 11
月 15 日停车检修 45 天，或对 PS 开工有一定影响，ABS 行业受到头盔需求激增的带动，三
季度以来基本保持满负荷运转。虽然从利润情况来看，受上游原料价格下跌的推动，以及
停止废塑料进口等利好因素的提振，三季度下游三大产品利润仍然可观，其中 EPS 平均利
润超过 1200 元/吨，PS 平均利润超过 2000 元/吨，ABS 利润更高，但是受制于装置老旧以
及负荷偏高等多方面原因，未来开工很难进一步提升。
图 5

图 6 三大下游利润

下游开工负荷

资料来源：隆众；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结论及操作
综合来看，双节期间，港口库存超预期去化，极大的提振了市场情绪。但是四季度产
能投放预期仍在，供应压力仍存，虽然下游在高利润刺激之下需求尚可，但是目前已经处
于高位，难以提供进一步的支撑，这也使得港口库存难以持续去化，建议 EB01 在 6200-6300
适机布局空单，如果上游装置停工明显增多或者港口库存出现大幅去化，则空单逐步离场
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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