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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投产推迟。今年新增产能预计有 580 万吨，安徽临涣、内蒙古黑

猫、神华包头总计新投 130 万吨产能先已量产。久泰二期、山东瑞星等

装置投产原计划一季度现继续推迟 

◆国产供应边际承压。据不完全统计，二季度春检影响的产能接近

1000 万吨，4 月预计损失产量约 70 万吨，5 月损失产量约 50 万吨。市

场对 5月份甲醇供应存继续增加预期，5月开工率预计仍维持较高水平 

◆4 月进口水平较高，5 月或有缩量。目前国际甲醇开工在 74.5%

左右，维持同比偏高，二季度伊朗、东南亚等地装置均有停车计划。4

月下旬华东地区到港卸货量明显增加，4 月进口预估在 115 万吨左右。

但 4 月进口利润下降明显，甚至出现倒挂，以及人民币贬值等因素，预

计 5-6 月进口有减量。 

◆需求修复预期。整体下游需求存在边际转好预期，但受制于下游

利润和需求增速情况，改善空间有限，后续仍需关注疫情影响下的物流

恢复情况。 

◆煤制甲醇成本重心或下移。政策引导煤炭供需调整，价格或还有

下降的空间。 

◆结论：4 月甲醇基本面超预期走弱，叠加原油、煤炭价格重心下

移，疫情导致市场情绪悲观等因素导致价格大跌。5 月疫情逐步得到控

制，下游需求或有回补。不过甲醇仍是在煤制甲醇成本和 MTO 利润之

间震荡，或受外部因素影响波动，单边策略以短线为主。4 月的暴跌打

压甲醇估值，则在估值偏低的情况下，仍有较高的做多安全边际。 

◆操作建议：逢低短多主力合约。做空 PP-3MA 价差 

◆风险：MTO 装置停车，进口超预期。宏观、原油，疫情、政策风

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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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略概述 

甲醇的连续暴跌，打压估值使得价格接近震荡区间下沿，叠加基本面有修复预期，则

存在较高的做多安全边际。 

1.1.行情回顾 

4 月行情曲折，春检被证伪，疫情超预期，甲醇 09 合约震荡下跌。4 月 1 日开盘 2990

元/吨，清明之后部分地区传统下游想走弱，受疫情影响，内地运输难度增加，订单原材料

采购较为谨慎，加上春检力度较低，内地难以持续去库。港口货源流通受限导致沿海汽运

提货转弱，以及到港增加等原因华东港口整体略有累库。盘面在 2823 元/吨煤炭和进口成

本支撑下探底反弹，4 月 18 日随着新增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数量的逐日下降，市场对于疫

情受控持乐观预期，价格推升至 3027 元/吨，但现货瓶颈，盘面开始拉锯战。接着疫情反

弹，空头趁机加码。疫情主导的盘面逻辑仍在继续，下游煤制成本和进口成本托底，上游

需求封顶，甲醇整体价格仍处于区间震荡当中。 

 

2.外部因素影响加剧 

甲醇 09 合约成为主力合约之后，由于距离交割月尚有较多时间，行情走势受预期和

市场情绪影响较多，尤其当前宏观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导致外部因素逻辑大于基本面行

情逻辑。 

主要包括宏观方面的俄乌局势引发的原油价格波动，美元缩表、通货膨胀，以及人民

币贬值，还有伊核谈判、双碳环保，同时当前疫情也笼罩整个市场。而国内也释放出稳增

长的信号，政府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多方面缓解企业压力，刺激内需，来

应对疫情及通胀对需求的拖累。等等此种外部因素多空交织，影响整个商品的节奏，仍是

后续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3.基本面因素是行情的根基 

3.1.产能推迟投放 

 今年新增产能预计有 580 万吨，安徽临涣、内蒙古黑猫、神华包头总计新投 130 万

吨产能先已量产。久泰二期、山东瑞星等装置投产原计划一季度现继续推迟，关注其后续

投产进度。 

 

表格 1 甲醇投产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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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2.国产供应边际承压 

卓创数据显示：3 月国内甲醇整体装置平均开工负荷为：72.57%，较 2 月上涨 1.79

个百分点。预估 4 月国内甲醇整体装置平均开工负荷为：70.81%，较上月下降 1.84 个百

分点，往年来看开工率大多下降在 2-4 个百分点之间，4 月检修力度明显低于往年。 

据不完全统计，二季度春检影响的产能接近 1000 万吨，4 月预计损失产量约 70 万吨，

5月损失产量约 50万吨。金联创资讯显示：5月国内甲醇装置计划内检修涉及体量暂有限，

如：众泰、鄂能化、包钢庆华、润中、阳煤恒通、悦安达、上海焦化等，涉及产能约 400

来万吨；然 4 月底 5 月上，前期部分检修项目也同样面临部分回归预期，如除同煤、中煤

远兴重启中外，后续新奥二期、华亭、宁夏庆华、易高、新业、旭峰、华昱及国宏等均有

恢复预期，涉及产能约 580 万吨。市场对 5 月份甲醇供应存继续增加预期，5 月开工率预

计仍维持较高水平，谨防出现超预期情况。 

 

 

图 1 全国甲醇开工率 

 

 

 

 

 图 2 西北甲醇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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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月进口倒挂，预期进口或有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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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联创数据显示：2022 年 3 月份我国甲醇进口量在 96.74 万吨，环比上涨 43.43%，

进口均价 370.66 美元/吨，环比上涨 4.33%。其中阿曼进口量最大为 23.54 万吨，进口均

价为 368.93 美元/吨。2022 年 1-3 月累计进口量 259.59 万吨，同比下跌 0.73%。 

目前国际甲醇开工在 74.5%左右，维持同比偏高，二季度伊朗、东南亚等地装置均有

停车计划。4 月下旬华东地区到港卸货量明显增加，4 月进口预估在 115 万吨左右。但 4

月进口利润下降明显，甚至出现倒挂，以及人民币贬值等因素，预计 5-6 月进口有减量。 

 

 

图 3 国际甲醇开工率  图 4 甲醇进口利润 

 

 

 

资料来源：金联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4.需求边际预期改善 

因疫情影响，传统下游需求综合开工下降 3%左右。MTO整体负荷维持在 87.3%附近，

环比上月提升 3 个百分点左右，4 月整体需求支撑尚可。 

5 月传统下游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或有修复预期。MTO 方面：华亭煤业 20 万吨 MTP

装置 2021 年 12 月 30 日起投料试车成功。厂家仍未开车，目前调试中。山东阳煤恒通年

产 30 万吨甲醇制烯烃装置及配套 25 万吨/年甲醇装置现运行平稳，厂家计划 5 月 5 日停

车检修，预计为期 30-40 天。根据装置运行情况，5 月 MTO 开工预计小幅向下波动。 

整体下游需求存在边际转好预期，但受制于下游利润和需求增速情况，改善空间有限，

后续仍需关注疫情影响下的物流恢复情况。 

 

 

 

图 5 MTO/MTP 开工率  图 6 甲醇传统下游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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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桌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5.成本重心或下移 

4 月 1 日内蒙古乌海 5500 大卡动力煤 1000 元/吨，4 月 26 日 837 元/吨，环比下跌

163 元/吨，跌幅 16.3%，使得甲醇成本利润得到修复。 

4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能源保供增供举措。会议指出，要运用市场化法治化办

法，引导煤价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发挥煤炭主体能源作用。优化煤炭生产、项目建设等核

准政策，落实地方稳产保供责任，充分释放先进产能。通过核增产能、新投产等，今年新

增产能 3 亿吨。政策引导煤炭供需调整，价格或还有下降的空间。也提醒我们仍需关注煤

炭正常带来的价格影响。 

 

 

 

 

图 7 西北煤制甲醇利润 

 

 

 图 8 内蒙古乌海动力煤（5500 大卡）价格 

 

 

 

 

 

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4.结论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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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甲醇受疫情影响物流，下游需求转弱、春检不及预期，原油、煤炭价格重心下移，

市场情绪悲观等因素导致价格大跌。而近期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下游需求或有回补。不过

甲醇仍是在煤制甲醇成本和 MTO 利润之间震荡，基本面持续动力不足，或受外部宏观、

政策、原油等因素影响波动，单边策略以短线为主。4 月的暴跌打压甲醇估值，则在估值

偏低的情况下，仍有较高的做多安全边际。关注 PP-MA 甲醇缩小策略。 

 

操作建议：逢低短多主力合约。做空 PP-3MA 价差 

风险：MTO 装置停车，进口超预期。宏观、原油，疫情、政策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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