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化工周报 

Weekly Report of Petrochemical Industry 

 

 

 

 

 

 

 

 

编制日期：2021/12/5 

投资咨询部 



 

石油化工| 策略报告 

 1 

油价短期反弹，聚烯烃偏弱震荡 

趋势分析 

OPEC+会议的产量政策维持不变，但未来弹性较大；短期 Omicron 疫情

影响逐步消散，鲍威尔近期鹰派言论值得注意，美联储或加快流动性收紧

预期，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回调，市场通胀压力减弱，目前国际油市供给

依旧偏紧，预计国际油价短期反弹，中期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国内聚烯烃方面，大宗商品价格回调压力犹存，石化出厂价格多数下

调，市场报盘跟跌为主，下游维持刚需采购，心态偏于谨慎。受冬奥会召

开，部分地区环保政策趋紧，影响部分地区下游开工，未来需求预期偏弱，

预计聚烯烃市场维持偏弱走势。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201 合约上方 865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250-865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PP： 后市来看 PP2201 合约触底反弹“V”走势，仍在 8000 关口之下，

偏弱下行的大格局下仍在，预计短期或将反弹调整，中长期维持逢高空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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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宏观概况 

1、变异毒株 Omicron 来袭 

变异毒株 Omicron引发的连锁疫情感染事件持续发酵，从全球范围看，

当前新增确诊仍主要是 Delta 变种，占比接近 100%；但有部分国家 Omicron

变种占比开始抬升，例如南非、加纳、荷兰、博茨瓦纳、葡萄牙、澳大利

亚和加拿大。美国 FDA 表示，美国药房中有数种重要的处方药已经售罄。

包括心脏药物、抗生素和抗癌药物在内的大约 111 种药物处于缺货状态，

大约 80%的活性药物成分制造商位于海外，而疫情导致了供应链中断。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各国对外投资规模缩水，但中国吸收外资

全球占比大幅提高，2017年到 2020年，中国连续四年保持第二大外资流入

国地位。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中国吸收外资的增长，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在防控疫情和快速复苏方面取得的成效。                                                                                                                                                                                                                                                                                                                                                                                                                                                                                                                                                                                                                                                                                                                                                                                                                                                                                                                                                                                                                                                                                                                                                                                                                                                                                                                                                                                                                                                                                                                                                                                                                                                                                                                                                                                                                                                                                                                                                                                                                                                                                                                                                                                                                                                                                                                                                                                                                                                                                                                                                                                                                                                                                                                                                                                                                                                                                                                                                                                                                                                                                                                                                                                                                                                                                                                                                                                                                                                                                                                                                                                                                                                                                                                                                                                                                                                                                                                                                                                                                                                                                                                                                                                                                                                                                                                                                                                                                                                                                                                                                                                                                                                                                                                                                                                                                                                                                                                                                                                                                                                                                                                                                                                                                                                                                                                                                                                                                                                                                                                                                                                                                                                                                                                                                                                                                                                                                                                                                                                                                                                                                                                                                                                                                                                                                                                                  

2、鲍威尔讲话加快美联储加息预期，通胀逻辑或走向尾声 

在美联储主席任期内“鸽派”为主的鲍威尔，近期发言明确表示，由

于通胀水平不断攀升，美联储将考虑加快收紧宽松货币政策的步伐，将为

图 1：全球日新增确诊病例走势图 图 2：全球疫情分布图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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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上半年加息打开大门，这可能预示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变从宽松到紧

缩。 

由于原油价格受假期及疫情因素影响暴跌，大宗商品市场或面临回调

风险；随着煤炭、原油等能源价格的回落，支撑工业品持续上涨的成本因

素减弱，PPI 或将带领 CPI 向下调整，在西方圣诞节和中国春节后，主要通

胀逻辑或走向尾声。 

二、原油基本面概况 

1、供给面 

OPEC+同意坚持现有的每月增产政策，尽管人们担心美国释放原油储备

和新的 Omicron变种将导致新一轮油价暴跌，由于担心供应过剩再次出现，

O OPEC+在周会谈中考虑了一系列选择，包括暂停 1 月增产 40万桶/日，或

让产量增幅低于月度计划。但任何这样的举动都会使包括沙特阿拉伯和美

国在海湾地区的其他盟友在内的 OPEC+与华盛顿发生冲突。相反，该联盟延

长了现有的协议，在 1 月份将产量增加 40万桶/日。 

2、需求面 

新一波新冠疫情近期在欧洲地区迅速蔓延，奥地利疫情形势尤其严峻，

欧洲多国重新采取了新的防疫限制，对于原油需求来说将会形成抑制。气

象预计今年冬季拉尼娜现象将导致北亚气温低于往常，随着气温下降，原

油的需求也会水涨船高，届时全球的能源危机会将再度发酵。 

3、库存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26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量周环比下降 91万桶至 4.33亿桶，比去年同期低 11%；汽油库存周



 

石油化工| 策略报告 

 4 

增长 403万桶，馏分油库存周增长 216 万桶。 

备受关注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原油库存 2854.4 万桶，增长

115.9 万桶。美国炼厂加工总量比前一周减少 0.9 万桶；炼油厂开工率

88.8%，比前一周增加 0.2%。 

OPEC+会议的产量政策维持不变，但未来弹性较大；短期 Omicron 疫情

影响逐步消散，鲍威尔近期鹰派言论值得注意，美联储或加快流动性收紧

预期，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回调，市场通胀压力减弱，目前国际油市供给

依旧偏紧，预计国际油价短期反弹，中期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三、聚烯烃基本面概况 

1、PE 供给面 

本周（11/29-12/5）国内 PE 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5.38 万吨，较上期损

失量减少 1.52 万吨。鲁清石化低压、沈阳石化线性、华南某合资企业高压

/老低压、中韩石化二期低压装置继续停车检修中。下周中化泉州低压装置

计划检修，预计损失量有所增加。    

由于临近年末港口拥堵以及船舶供应有限，加之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

图 3：美国炼厂开工率 图 4：用于精炼的净原油投入量       千桶/日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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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持续限制，亚洲 PE价格部分上涨，即低压膜以及东南亚

地区线性产品，其它产品价格基本稳定。韩国和中东地区部分供应商降低

开工，卖家更倾向于销售至价格更高的欧美地区。由于原油同比稳步上升，

PE 成本上升价格上涨，但市场供过于求现状下，预计未来亚洲 PE 市场前景

喜忧参半。 

表 1，近期国内聚乙烯重要生产企业装置关停情况汇总 

生产企业 品种 年产能力

（万吨） 

关停时间 重启时间 关停原因 本周损失量

（万吨） 

上海石化 低压 25 11 月 30日 12月 23日 停车检修 0.23 

大庆石化 低压 8 11 月 24日 11月 27日 停车检修 0.02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PP 供给面 

本周（11/29-12/5）国内聚丙烯检修损失量累计 4.98 万吨，较上周减

少 0.45 万吨。神华宁煤四线小修后重启，中韩石化 JPP产线临时停车，检

修一周左右；中化泉州按计划开始检修。未来中化泉州二线和三锦存检修

计划，预计下周检修损失量仍旧较少。 

表 2，近期国内聚丙烯重要生产企业装置关停情况汇总 

生产企业 品种 年 产 能 力

（万吨） 

关停时间 重启时间 关停原因 本周损失量

（万吨） 

中原石化 PP 10 11 月 7日 11月 30日 临时停车 0.21 

中化泉州 PP 20 11 月 29日 2月 15日 计划检修 0.24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11/29-12/5）两油库存水平在 68 万吨，较上周涨 5万吨，较去

年同期高 3.5 万吨。随下周正常销售及考核压力下，预计石化库存缓慢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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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近期国内石化塑料库存分析（单位：万吨） 

地区 11月 25日 12月 1日 库存变化 

国内石化库存 63 68 +7.94%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3、PE 需求面 

本周（11/29-12/5）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47%左右，较上周下滑 6%。

北方地区棚膜需求减少，企业开工下滑。部分中大型企业生产较好，开工

在 40%-70%，其他中小企业开工 20%-30%。南方棚膜生产尚可，企业订单积

累减少，开工暂维持平稳。地膜需求一般，订单跟进不足，PE 原料走势不

稳，企业心态谨慎，储备生产不足，部分企业开工负荷下降。 

表 4，主要地区农膜生产企业开机率对比 

地区 上周开工率 本周开工率 周涨跌幅 

山东 59% 50% -9% 

华东 55% 55% 0 

华南 40% 50% 0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4、PP 需求面 

塑编：国内塑编行业开工率暂无明显变动，平均开工率在 53.67%。周

内原料价格延续弱势运行后窄幅整理，塑编行业整体压力有所缓解，不过

部分塑编企业利润仍表现一般，此外因目前粉料价格偏弱运行，大部分塑

编工厂择低采买，故场内交投谨慎，加之塑编行业整体开工积极性一般，

维持正常运行为主。 

BOPP: 国内 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60.43%左右，周内 BOPP 价格多稳

中下调，周初新单跟进速率放缓，下游心态谨慎，周内新单跟进不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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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补货意愿不高。临近周末，成交略有改善，但多零星小单，膜厂多让利

接单。 

四、近期聚烯烃走势预估 

OPEC+会议的产量政策维持不变，但未来弹性较大；短期 Omicron 疫情

影响逐步消散，鲍威尔近期鹰派言论值得注意，美联储或加快流动性收紧

预期，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回调，市场通胀压力减弱，目前国际油市供给

依旧偏紧，预计国际油价短期反弹，中期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国内聚烯烃方面，大宗商品价格回调压力犹存，石化出厂价格多数下

调，市场报盘跟跌为主，下游维持刚需采购，心态偏于谨慎。受冬奥会召

开，部分地区环保政策趋紧，影响部分地区下游开工，未来需求预期偏弱，

预计聚烯烃市场维持偏弱走势。 

投资策略： 

PE：预计短期 L2201 合约上方 8650 压制较强，短线波动区间在

8250-8650，建议低吸高抛谨慎操作。 

PP： 后市来看 PP2201 合约触底反弹“V”走势，仍在 8000 关口之下，

图 5，国内塑编行业开工率 图 6，国内 BOPP行业开工率 

  

数据来源：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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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弱下行的大格局下仍在，预计短期或将反弹调整，中长期维持逢高空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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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

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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