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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动力煤维持强势，成本抬升。产地供应由于安检，煤管票、环保

等原因持续收紧，进口印尼煤 4 月份货盘偏紧，供不应求。成本抬升挤

压甲醇利润。

检修高峰虽已过，供应仍偏弱。3 月检修及能耗双控影响，供应

端收缩明显，4月仍涉及 600 万吨左右产能检修。供应端持续偏弱。

进口不及预期。3 月进口不及预期，外盘开工虽有恢复，但港口

难以大幅累库。

下游利润同比偏高。 MTO 负荷维持在 85%以上，高于往年同期，

且利润相对较好，运行平稳。传统下游利润修复，开工提升。4 月预计

下游开工变动不多。整体仍维持高位。

结论： 4 月春检能耗双控等原因国产供应端缩量明显，进口无明

显压力。需求在利润驱使下或维持高位。基本面尚可，且成本端上移，

内地和港口价格均有支撑。预计 05 合约走现货逻辑震荡偏强。随主力换

月，09 合约承接更多的产能投放，以及难以匹配上游的需求增速，价格

有下行压力。关注单边 09 合约做空机会。

操作建议： 化工品中甲醇做空配，择机 59 正套。PP-3MA 逢高

做空，单边择机做空 09。

风险因素：装置检修、进口、宏观、原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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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略概述

4月春检能耗双控等原因国产供应端缩量明显，进口无明显压力。需求在利润驱使下

或维持高位。基本面尚可，且成本端上移，内地和港口价格均有支撑。预计 05合约走现

货逻辑震荡偏强。随主力换月，09合约承接更多的产能投放，以及难以匹配上游的需求增

速，价格有下行压力。关注单边 09合约做空机会。

2.策略逻辑

2.1.成本抬升，利润收窄

3月以来内蒙古乌海 Q5500动力煤价格从 427元/吨上涨至 505元/吨，上涨 78元/吨，

约 18.3%左右涨幅。榆林地区煤管票相对紧张叠加道路扬尘检查和安全检查严格程度超出

市场预期，山西地区开展煤矿安全大检查、鄂尔多斯煤管票以及沙暴和降雨天气影响，个

别煤矿因没票暂停销售，陕西也将开展反腐倒查行动，煤炭整体供应偏紧，产地供不应求。

部分地区进口倒挂，进口偏弱。澳大利亚因暴雨爆发大洪水，致使国际煤价上涨。印尼斋

月即将到来，可能引发的供应紧张。因蒙古疫情形势严峻，预计短期内通关难有明显增量。

大秦线春季集中修日期初定于 4月 6日至 30日展开，每日 3-5个小时“开天窗”检

修，由于检修期间港口调入量将受到一定影响，因此 3月末 4月初下游部分终端补库需求

或将有所增加，支撑市场煤价。产地运费上涨明显，同时海运费也维持上涨趋势。下游电

厂库存快速下降，电厂方面存在一定的需求释放。下游终端电厂及化工、建材等工业企业

释放刚需，到港拉煤船舶数量增多。

供需矛盾还在持续。但四月电厂日耗有季节性走弱预期，市场看涨情绪的升温或提前

透支需求，上行风险加剧，随着煤管票放松供应端或有缓解。当价格预计仍然偏强势。

图 1 乌海动力煤价格 图 2 内蒙煤制甲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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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制甲醇利润随着动力煤的上涨而收窄，成本端的推动明显，煤制甲醇成本由 3月初

的 1570元/吨左右上涨至 1680元/吨左右，成本上行 7%，内蒙古甲醇利润从 27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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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收缩月 50元/吨 。动力煤的强势对甲醇价格有比较强的支撑，暂时不具备成本塌陷

的基础。

2.2.检修高峰虽已过，供应维持偏弱。

3月内蒙能耗双控影响装置总计 8套，分别是内蒙古新奥、内蒙古荣信、久泰、中天

合创、西北能源以及内蒙古包钢、巴彦淖尔、易高等，总计 810万吨装置。受此影响不同

程度降低负荷。实际影响产量三月的检修量增多 10万吨左右。加上后期三套装置，总计

1198万吨装置受到影响，按降幅 15%计算，每个月大约影响量在 15万吨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3月检修+内蒙双控影响的产能在 1300万吨。不计双控影响涉及春节

的产能也达到 580万吨左右。到三月底有近 416万吨产能恢复，4月有 300万吨产能恢复。

4月涉及检修按计划估计最多有 580万吨产能。从统计数据来看，3月检修基本达到峰值。

若内能双控持续降负荷，则 4月供应无明显压力，弱能耗双控放松，则供应端降逐渐体现

压力。届时现货价格转弱，期货在悲观预期下有可能继续下跌。

2021 年新增产能供应增速较快，装置相对往年少有推迟，除神华榆林（180 万吨/年）

于去年年底投产外，另外几套新增装置如九江心连心（60，已投产并运行稳定）、中煤鄂能

化（100，正加紧试车）、广西华谊（180，I 期将部分自用产醋酸）均将于年中之前投产。

关注鄂能化投产进度，若 4 月能成功开车出产品，对内地供应冲击较大。

图 3 甲醇投产计划 图 4 春检涉及产能

资料来源：隆众；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隆众；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3.进口不及预期，中长期仍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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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月至今年 1月外盘供应紧缩，2月初伊朗装置逐渐恢复，且随气温回升，伊朗

地区甲醇开工将逐渐提升。虽然美国甲醇装置受寒流影响多数停工。但进口自伊朗的甲醇

占中国总进口量的 30%以上，伊朗甲醇开工率 2月触底回升之后，对于中国 3月甲醇的进

口将得到有效的修复。

随着美国装置恢复，伊朗气头提升（然上月伊朗长约尚未敲定，整体装船受限，3月

进口量较上月增量相对有限），挪威 90万吨/年装置的恢复以及后续阿塞拜疆 65万吨/年装

置的重启。国际开工率上升。3.18FPC 提前停车，4月中东装置检修集中，南美停车。2
月进口 81.3万吨,3月预期 87万吨。4月预估在 90万吨以上。进口无明显压力，对价格

有一定支撑，但预期有增长。

2.4.下游利润同比偏高，开工或维持高位。

MTO负荷维持在 85%以上，高于往年同期，且利润相对较好，运行平稳。传统下游

利润修复，开工提升。传闻南京二期 60万吨 MTO装置预计 4月份检修，山东大泽 20万

吨装置重启。传常州富德 MTO（30）和天津渤化 MTO（60）投产推迟至四季度。当前

MTO利润偏高，刺激企业积极生产，预计 4月 MTO负荷仍处于较高位置。

传统下游开工同比较高，且当前利润尚可，甲醛利润下跌，但同比较高仍有利润。二

甲醚利润在成本线附近，醋酸利润爆好，NTBE 利润也在同比较高的位置。4月预计下游开

工变动不多。整体仍维持高位。

图 5 MTO开工率 图 6 甲醇港口库存

资料来源：金联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5.MTO综合利润偏高，有收窄驱动

PP价格偏强，MTO利润修复转好，港口外采甲醇制烯烃企稳利润企稳回升生产动力较

足，暂时不存在亏损降幅检修的可能。甲醇上行天花板是MTO利润亏损，PP的上涨和下跌

对甲醇价格存在较强的引导关系。PP4月处于检修旺季，进口不多。下游抵制高价，供需

两弱。短期内处于弱平衡，预计价格震荡波动为主。但二季度开始PP新增投产比较集中，

而疫苗的上市和接种，对防疫物品需求有一定打压。中长期看，PP下游需求增速或难匹配

上游新增产能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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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合约在4月即将换月，05MA合约在供应端缩量的前提下，价格支撑明显。09MA

承接更多的投产，以及暂无匹配的下游新增需求，预计压力较大，PP同样存在下行的压力，

PP更多的投产带来的是成本利润的压缩。则MTO09利润预计中长趋势下仍是收窄。

图 7 外采烯烃和 MTO经济效益对比 图 8 PP-3MA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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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论及操作

春检 4月初稍转弱，内蒙双控影响或将维持，供应端维持缩量。但当前下游库存偏高，

价格偏弱。需关注下游消耗情况，以及补库节点。鄂能化 100万吨投产预期有压力，4月

或影响不多，但受供应预期压力影响较大。关注进展情况。外盘开工率回升，国际供应紧

张情况一定程度上缓解。伊朗装置春检对港口价格仍然有支撑，但中长期看仍有上升趋势。

动力煤价格上涨，成本抬升，利润压缩。下游利润中性偏高，利润趋势下，装置或维持高

负荷生产。基本面供需结构尚可。上行驱动来自供应端的缩量和需求端的维持，需看预期

兑现情况。现实端尚可，预期较差。05合约接下来走现货逻辑，预计偏强。主力逐渐换月。

09合约因检修过后，承接更多的投产和进口增长的预期，建议逢高空（关注上游利润估值

情况选择入场点）

操作建议：择机 59正套，做空配。单边逢高空，PP-3MA 逢高做空

风险：装置检修、需求超预期。进口、宏观、原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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