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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装置投产推迟，供应压力缓解。从投产进度来看，整体投产进度

不及预期，10 月份仅有唐山旭阳 30 万吨/年苯乙烯装置开车，预计 11

月中出产品，而安徽嘉熙与中海壳牌二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推迟，这也

使得 01 面临的压力有所缓解

进口明显下滑，去库有望延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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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口量有所下

滑的情况下，短期有望延续去库走势。

下游表现亮眼，需求支撑仍在。PS 和 ABS 下游需求主要是家电和

电子电器行业，由于海外疫情导致产能受限，而国内家电厂商受益于订

单转移实现增长，推动三大下游的开工率维持高位，其中 ABS 三季度以

来基本保持满负荷运转。随着圣诞节购物季来临，家电消费有望延续

结论：我们在 11 初发布的《产业利润转移，EB 偏强运行》中提

出 EB01 逢低布局多单，EB1-5 价差扩大继续持有的观点。目前来看，走

势基本符合预期。后期而言，考虑到港口库存延续去库，并且下游利润

依旧偏高，短期内产业利润转移逻辑有望延续

操作建议：建议前期 EB01 多单继续持有，8500 以上可以考虑逐

步止盈离场观望。

风险因素：产能投放进度，国际油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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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略概述

我们在 11 初发布的《产业利润转移，EB 偏强运行》中提出，随着投产压力骤减，下

游利润有望继续向上游转移，EB01 逢低布局多单，EB1-5 价差扩大继续持有的观点。目前

来看，走势基本符合预期。后期而言，考虑到港口库存延续去库，并且下游利润依旧偏高，

短期内产业利润转移逻辑有望延续，建议前期 EB01 多单继续持有，8500 以上可以考虑逐

步止盈离场观望。

2.策略逻辑

2.1.装置延迟投放，供应压力骤减

从投产进度来看，整体投产进度不及预期，9 月份宝来石化 35 万吨/年苯乙烯装置投

产以后，10 月底，仅有唐山旭阳 30 万吨/年苯乙烯装置开车，预计 11 月中出产品，而安

徽嘉熙 35 万吨装置与中海壳牌二期 63 万吨装置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推迟，这也使得 01 面临

的压力有所缓解，如果上述两套装置推迟到年末投产，加上明年初投放的中化泉州二期 45

万装置以及华泰盛富 40 万吨装置，05 合约面临的压力将远大于 01 合约。

从存量供应来看，10 月份之前，尽量利润不佳，但是上游开工却维持在 85%的偏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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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11 月份

之后检修有所增加，其中上海赛科 65 万吨/年苯乙烯 2020 年 11 月 15 日停车检修 35 天（配

套 31.5 万吨 PS 装置 11 月 20 日停车 30-35 天），江苏利士德 21 万吨装置 11 月 8 日检修一

条线，检修 40-45 天，考虑到装置的意外检修等情况，11 月份的开工率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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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进口明显下滑，去库有望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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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库存情况来看，受进口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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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苯乙烯江苏社会库存国产及进口到货 3 万吨，包括在卸 0.6 万吨，去

年同期到货 3.4 万吨（7 天时间）；提货 7.07 万吨，发船 1.5 万吨，去年同期提货 4 万吨

（7天时间）。到货小于提货，库存下降。苯乙烯江苏社会库存目前总库存量在 12.83 万吨，

环比降 4.07 万吨；商品量库存在 11.13 万吨，环比降 3.27 万吨，下周码头到货量依然不

高。

至于后期能否延续去库，从供需平衡表来看，由于唐山旭阳 30 万吨/年苯乙烯装置 10

月底才开车，预计 11 月中出产品，而其他新装置均有所推迟，叠加部分装置有检修计划，

11 月份产量或出现下滑，而需求端有望维持在 118 万吨附近，在进口量有所下滑的情况下，

短期有望延续去库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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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下游表现亮眼，需求支撑仍在

从数据来看，三季度我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规模为 2102 亿元，比去年同期微增长 1.6%，

家电市场逐步走出疫情的影响，复苏趋势明显，主要由于海外疫情导致产能受限，而国内

厂商受益于订单转移实现增长，其中 9 月空调外销 354 万台， 同比增加 16.5%。此外，

疫情的居家生活也提高了小家电的使用频率，小家电产品的海外需求明显增长，今年上半

年，我国电炒锅、面包机、榨汁机等出口分别增长 62.9%、34.7%、12.1%，部分企业表示，

十月份以后，海外客户每周都会给他们新增订单，但因为他们生产线的工人不够，有大量

新的订单不敢接。这也导致三大下游的开工率维持高位，其中 PS 开工率基本保持 80%以上，

相比去年同期提升 10 个百分点，而 ABS 行业表现更为亮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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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圣诞节等大促来临，家电消费有望延续。

从利润情况来看，虽然 10 月份之后上下游利润有所转移，但是下游三大产品利润仍然

可观，尤其是 ABS，其利润更是高达 5500 元/吨，我们认为，在投产压力骤减，基本面有

所好转的背景下，短期内下游利润有望继续向上游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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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下游开工负荷 图 6 三大下游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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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11 初发布的《产业利润转移，EB 偏强运行》中提出，随着投产压力

骤减，下游利润有望继续向上游转移，EB01 逢低布局多单，EB1-5 价差扩大继续持有的观

点。目前来看，走势基本符合预期。后期而言，考虑到港口库存延续去库，并且下游利润

依旧偏高，短期内产业利润转移逻辑有望延续，建议 EB01 前期多单继续持有，8500 以上可

以考虑逐步止盈离场观望，同时关注装置投放以及国际油价等风险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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