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海期货研究所 

 
 

1 

  

成品油短缺担忧加剧，油市价格整体抬升 

 

  

 

原油：成品油短缺担忧加剧，油市价格整体抬升 

1.核心逻辑：买家规避俄罗斯供应已经导致俄柴油出口量相比俄乌

冲突之前大幅下滑，全球陈皮关于短缺继续推高燃油价格。同时在美国

夏季驾车高峰及即将到来之际，美国燃油库存下降意味着短缺局面难以

好转，美国汽柴油零售结构都攀升至历史新高，这些也都加剧了通胀担

忧。鉴于需求持续超过供应，所有油品的价格趋势目前仍然是偏走强。 

2.操作建议：Brent 105-115 美元/桶，WTI 100-110 美元/桶区间

操作。 

3.风险因素：俄罗斯供应中断、新型病毒疫情影响、OPEC 增产决定、

宏观风险、成品油需求波动。  

4.背景分析： 

当下的供给风险集中爆发，原油市场主要矛盾点转移至供给风险可

能引发的供应紧缩，并且该风险会持续，短期油价将继续保持高位。短

期价格受到这些因素影响，重心将会上移，但风险需要尤其注意。同时

需求逻辑也开始发酵，经济放缓的担忧使得需求前景不明，近期波动性

将会继续放大。 

 

市场情况：Brent 主力收于 111.55 美元/桶，前收 107.45 美元/桶，

WTI 主力 110.49 美元/桶，前收 106.13 美元/桶。Oman 主力收于

108.64 美元/桶，前收 104.85 美元/桶，SC 主力收于 690.6 元/桶，

前收 678.7 元/桶。 

现货市场：北海现货市场，对 Dated Brent，Forties 贴水 2.55 美

元/桶，周增加 0.35 美元/桶，Ekofisk 贴水-3.4 美元/桶保持不变，CPC

贴水—2.4 美元/桶不变，Urals 贴水-3.4 美元/桶，周下降 0.9 美元/

桶，Cabinda 贴水为 2.7 美元/桶不变， Forcados 贴水 2.65 美元/桶不

变，ESPO 贴水 7.25 美元/桶不变，周增加 2.25 美元/桶。 

 

沥青：需求仍然较弱，短期中枢继续跟随上游 

1.核心逻辑：主力合约收于 4264 元/吨，前收 4270 元/吨，目前于

其中的下游需求仍然未现，成本定价逻辑仍是主因。原油的剧烈波动导

致沥青相关的价差也剧烈波动。原料成本高企，下游需求疲弱，沥青涨

价下游不接受，导致利润被压缩，5 月计划复产的炼厂有推迟开工的现

象。目前来看高成本低利润低需求的矛盾难以解决，如果原油不下跌，

需要看到下游逐渐接受高价或者炼厂不提高开 工负荷。刚需仍在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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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厂库整体继续上升，但是需求或许接近拐点。 

2.操作建议：绝对价不建议操作。 

3.风险因素： 5 月需求依旧不佳，排产量仍然过高 

4.背景分析： 

当前俄乌局势仍然反复，后市盘面能否进一步上涨取决于俄乌局势

的演变，而当前原油供需结构仍然偏紧，对盘面仍有支撑。操作上，近

期市场波动方向不确定性较大，单边裸多或裸空均有一定风险。 

现货市场：主流成交价，东北沥青价格保持 4400 元/吨左右，山东

保持 4300 元/吨，华东市场保持 4450 元/吨左右，华南市场保持在 4400

元/吨左右，西南市场价格在 4430 元/吨左右。现货价格整体稳定。 

 

PTA：终端小幅好转，补库需求仍有限 

1.核心逻辑：PX 主港近日价格大幅上升，除了近期国内供应量一般

外，近期欧美成品油消费逐渐转到旺季，重整进料被成品油分流，PX

供应受限也是原因之一。PX 利润再次超过 300，成本价格走高支撑 TA

绝对价。TA 自身除了仓单方面引起的情绪也激化价格上行，同时目前加

工费再次走低到亏损，虽然能投重启，后期装置开工仍可能小幅走低。

聚酯开工小幅上升 1%，但是长丝短纤库存近一周去化很不明显，后续的

产销放量仍然要比较谨慎，近期成本抬升将继续承托 TA 价格在高位震

荡。 

2.操作建议：绝对价不建议操作。 

3.风险因素： 原油价格风险，疫情影响继续发酵 

4.背景分析：2 季度装置投产预期不多，且近期 PX 利润修复，以及

原油方面的成本支撑较为稳固。2 季度大概率将会逐渐去库。 

。 

现货市场：商谈价在 6750 元/吨左右，主港主流现货基差对 09 +90

元。 

 

乙二醇：煤制供应压力过大，累库预期不变 

1.核心逻辑：乙二醇海外和国内近阶段供应减量明显，国内开工继

续下降到 58.7%，煤制下降比较明显达 3.3%。但是供需也只是好转，盘

面增仓明显但是基差依旧很弱，下游库存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持续性去库，

还是看后续下游备货情况，短期或中枢小幅上行空间有限。 

2.操作建议：绝对价不建议操作。 

3.风险因素： 原油价格风险，煤制装置利润回升过快 

4.背景分析：原油的成本抬升短期支撑了乙二醇的绝对价格，但是

后期装置投产预期，煤制成本回升导致供应增加，以及 5 月绝对的需求

弱势预期，将使得乙二醇小幅垒库状态持续。 

 

现货市场：商谈价 5015 左右，现货对盘面主力贴水-140，但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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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仍然一般。 

 

 

甲醇:震荡偏弱 

1.核心逻辑：供应恢复，MTO 负荷降低需求走弱难以覆盖传统下游需

求修复量，基本面偏弱。但是成本利润亏损，估值偏低。预计价格震荡为

主，逢低做多有较高的安全边际。市场传闻能耗双控再掀浪潮，需跟踪落

实情况。 

2.操作建议：逢低短线做多 

3.风险因素：装置意外检修，进口超预期等。 

4.背景分析  

内蒙古地区甲醇市场弱势松动。北线地区部分商谈 2300-2400 元/吨，

出货一般；南线地区商谈 2280 元/吨 

太仓甲醇市场续涨。午后太仓现货小单成交 2750-2760 元/吨自提。上

午刚需适量成交放量；下午太仓甲醇市场积极追高，午后现货商谈集中在

2750-2770 元/吨自提，卖方控制排货节奏，买方依然谨慎入市采购。基差

略有走弱。各周期换货思路延续，全天整体成交活跃。 

5.13 成交基差&华东& 

现货及 5 中成交：09+0 到-10 

5 月下成交：09+5 到+0 

6 月下成交：09+15 到+5 

7 月下成交：09+15 到+10 

&华南& 

现货成交：参考 09+60 到+80 

5 月下成交：参考 09+60 

6 月下成交：参考 09+40 到+50 

外盘方面，远月到港的非伊甲醇船货参考商谈在 320-360 美元/吨，少

数远月到港的非伊船货报盘在 360 美元/吨，买气稀薄。 

装置方面： 重庆川维化工 77 万吨/年大装置因限气影响现降负运行，

开工 5-6 成水平；年产 10 万吨小装置于 5 月 10 日附近停车中，初步预计

6 月初项目负荷将恢复正常；内蒙易高年产 30 万吨甲醇装置 5 月 9 日起停

车检修，预计为期 10 天。  

L:震荡修复 

1.核心逻辑：主要生产商库存水平在 81 万吨，较前一工作日去库 1

万吨，降幅在 1.22%，去年同期库存大致在 74.5 万吨。5 月暂无新增产能

加压，上游装置恢复弹性较大，下游需求受淡季影响弹性有限，当前成本

支撑明显，但基本面弱于 PP。单边操作空间不大，关注多 PP 空 L 套利。 

2.操作建议：多 PP 空 L 

3.风险因素：油价，进口超预期等。 

4.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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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石化维持稳定，场内交投气氛偏谨慎，持货商随行报盘为主，工

厂接货意向欠佳，实盘价格侧重商谈。国内 LLDPE 主流价格在 8670-9150

元/吨。 

PE 美金市场多数下跌，成交商谈。流通市场上，今日贸易商报盘美金

价格部分下降5-10美元/吨，中东线性货源主流价格区间在1170-1190/吨，

低压膜货源在 1180-1190 元/吨，高压货源在 1490-1500 美元/吨，工厂采

购谨慎，成交商谈。 

装置方面： 

企业名称  检修装置  检修装置产能  停车时间  开车时间  

大庆石化 新 LDPE 20 2022 年 5 月 11 日 暂不确定 

中韩石化 1 期低压 30 2022 年 5 月 12 日 2022 年 5 月 19 日 

中海壳牌 HDPE 二期 40 2022 年 5 月 13 日 停车 2 天 

 

   

PP: 震荡修复 

1.核心逻辑：主要生产商库存水平在 81 万吨，较前一工作日去库 1

万吨，降幅在 1.22%，去年同期库存大致在 74.5 万吨。5 月暂无新增产能

加压，上游检修部分恢复，而随着疫情的逐渐得到控制，下游需求恢复有

修复预期，油价高企，PP 成本支撑明显，逢低做多有较高安全边际，需关

密切注物流和下游需求恢复情况。 

2.操作建议：逢低短线做多主力合约 

3.风险因素：油价，疫情，进口超预期等。  

4.背景分析 

国内 PP 市场偏弱整理，部分小幅走低 30-70 元/吨。多数生产企业出

厂价格稳定，货源成本支撑变动不大。但期货低位震荡，市场观望气氛较

重。贸易商根据自身库存随行出货为主，报盘让利幅度有限。下游谨慎心

态较重，入市采购意愿欠佳，市场实际成交有限。今日华北拉丝主流价格

在 8520-8600 元/吨，华东拉丝主流价格在 8600-8750 元/吨，华南拉丝主

流价格在 8630-8900 元/吨。 

PP 美金市场价格偏弱整理，部分货源价格下调 5-10 美元/吨。今日期

货市场低位震荡国内价格宽幅整理，人民币汇率再度走弱，内外盘价差进

一步拉大。进口货源交投承压，市场交易气氛冷清。国内价格方面，拉丝

美金远期参考价格在 1210-1240 美元 /吨，共聚美金远期参考价格在

1230-1260 美元/吨，5-6 月船期为主。 

 

装置： 

石化名称  产能  停车原因  停车时间  开车时间  

抚顺石化 9 常规检修 2022 年 5 月 1 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浙江石化 45 常规检修 2022 年 5 月 2 日 2022 年 6 月 6 日 



                                                           东海期货研究所 

 
 

5 

古雷石化 35 常规检修 2022 年 5 月 6 日 2022 年 5 月 9 日 

 

   

 

 

 

 

 

 

 

 

 

免责声明： 

本报告立足于结合基本面及技术面对市场价格运行趋势及轮廓进行整体判断，提示可能存在的

投资风险与投资机会。报告中的信息均源自于公开材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

任何保证。报告仅作参考之用，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所述期货品种的买卖建议，我们也不承担

因根据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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