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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基础油市场的影响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拖累影响，中国越来越多的基础油

生产商对其装置进行减产，甚至关停。

下游润滑油厂商指出，受此次新冠疫情影响大部分润滑

油厂商复工时间被推迟至2月中下旬复工，因此对基础

油的采购周期被推后。此外，尽管润滑油厂商需求在2

月下旬后将会被逐渐释放，但鉴于物流运输限制重重，

因此使得基础油在运输端也碰到不少壁垒，使得整体基

础油交投面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大部分基础油炼厂表示，鉴于1月下旬开始国际原

油价格不断下挫，基础油利润好转因此春节期间均处于

较高负荷生产，大部分炼厂库存处于较高水位。节后下

游润滑油厂商复工时间在受疫情推迟，公路运输受阻，

炼厂基础油库存水位不断增加。因此不少基础油炼厂开

始进行降产，大部分炼厂开工负荷降至60%-70%左

右，部分基础油炼厂进行关停缓解库存压力。

综上所述，在疫情未得到明显控制的环境下，基础油市

场或将呈现出供需两淡的态势，进口市场交投氛围也将

维持较为低迷的格局。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丙烯市场的影响

山东地方炼厂因汽柴油出货不畅而库存高企，多数炼厂

明显下调负荷，部分炼厂则直接选择停车，丙烯供应

因此大幅缩减。而山东的丙烯下游则分为两类，一是

环氧丙烷工厂多因原料丙烯难以就位而降低开工，二

是其他下游如PP粉料、丁醇及丙烯酸，自身终端需求

欠佳，成品销售困难，加之原料丙烯就位缓慢，从而降

负或停车。

华东市场的主要丙烯现货供应商亦下调开工负荷以应对

内部的高库存和下游的低需求，截至2月中尚未听闻因

此停车的华东丙烯工厂。

此外多位业者提及，随着春节后复工的延迟和疫情期间

的多项管制，2020年上半年投产的新项

目存在延期的可能性，截至2月中，此猜

测尚未得到多家新投产工厂的正式官方

证实。

疫情突袭，中国石化市场走势浅析？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丁二烯市场的影响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中国春节假期延长，国内物流运

输及丁二烯下游需求及均受直接影响。由此导致国内库

存压力巨大，市场价格连续下跌。

ICIS数据显示，截止2月14日，丁二烯华东市场送到价

6600-7000元/吨，较春节前的1月23日相比下跌18.8%。

有业者表示，供需失衡状况预计需至3月才能逐步修

复；而累积库存的净消化或将延续整个二季度。

作为主要下游的丁苯、顺丁橡胶及ABS等大型下游均有

不同程度的开工缩减。一华东合成胶生产企业表示，由

于员工及生产辅料的缺乏，不得不在2月维持60%左右

的最低负荷。而一家宁波的ABS工厂则也表示，终端开

工有限以及物流问题也影响到了其成品的ABS的销售外

运工作。累积的ABS库存高位，迫使其大幅降负以及要

求上游丁二烯供应商延期交付合约。

同时，国内新装置的投建则继续推进。浙江石化20万

吨/年及恒力石化14万吨/年装置先后投料试车，2月开

始少量供应市场。进一步增加现货压力。

ICIS供需数据库显示，2019年12月中国丁二烯进口5.3

ICIS数据显示，截止

2月14日，丁二烯华

东市场送到价6600-

7000元/吨，较春节

前的1月23日相比下

跌18.8%。

多数炼厂明显下调负荷，部分炼厂

则直接选择停车，丙烯供应因此大

幅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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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创2016年6月以来单月进口新高。

有业者介绍，最大丁二烯需求地区的华东市场物流仍未

顺畅。库存压力下，中国丁二烯市场仍处下行通路中，

成为全球价格洼地，乃至重新开启出口可能。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聚乙烯市场的影响

受到中国1月爆发的冠状病毒影响，聚乙烯市场的供需

格局出现了新的反转。虽然在中国农历春节以前，国内

供应商出于对2020的悲观预期执行了清库操作，但节

后，下游企业的延期返工，运输物流缺失，人工不足等

等问题，造成上游聚烯烃供应商的库存堆积到历史高

位，部分供应商采取了降负,停车操作。

截止2月17日，国内两油塑料树脂库存听闻累计到162

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43%。

表示，部分食品品牌已开始下调2-4月的包装需求，其

中对PET以及聚乙烯需求来说，造成了一定影响。

根据ICIS数据显示2月14日，华东聚乙烯线性出库价格

在6600-6750元/吨，较2月3日估价下跌6%。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聚丙烯市场的影响

受到中国1月爆发的冠状病毒影响，聚丙烯PP市场的供

需格局出现了新的反转。虽然在中国农历春节以前，国

内供应商出于对2020的悲观预期执行了清库操作，但

节后，下游企业的延期返工，运输物流缺失，人工不足

等等问题，造成上游聚烯烃供应商的库存堆积到历史高

位，部分供应商采取了降负停车操作。

截止2月17日，国内两油塑料树脂库存听闻累计到162

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43%。

下游方面，疫情较轻地区的企业从2月10日后，陆续复

工，主要涉及食品包装，日用包装，以及医用料等生产

企业。疫情中等区域企业从2月17日后，陆续复工，但

普遍开工率维持在20-40%，部分改性料工厂开工略

高，在40-60%。

多数市场人士认为虽然一季度整体需求增速受到疫情影

响会放缓，但终端订单目前表现尚可。部分以聚丙烯为

原料的防疫物资需求有所增长，但整体增长支撑有限，

主要体现在聚丙烯高熔喷纤维料，聚丙烯注塑和聚丙烯

6600-6750元/吨
根据ICIS数据显示2月14日，华

东聚乙烯线性出库价格在6600-

6750元/吨，较2月3日估价下

跌6%。

截止2月17日，国内两油塑料树脂

库存听闻累计到162万吨，较去年

同比增长43%。

下游方面，疫情较轻地区的企业从2月10日后，陆续复

工，主要涉及食品包装，日用包装，以及医用料等生产

企业。疫情中等区域企业从2月17日后，陆续复工，但

普遍开工率维持在20-40%。

市场人士对聚乙烯一季度的需求增长表现略显悲观，尤

其是以食品快消品方面的需求为主，有大型包装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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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注塑的需求上。

根据ICIS数据显示2月14日，华东聚丙烯拉丝出库价格

在6550-6800元/吨，较2月3日估价下跌5%。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二甲苯市场的影响

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全国各地延长春

节假期。受此影响，部分二甲苯下游工厂开工延迟，市

场运输能力亦未能恢复。到港货源不断，下游消化疲

软，导致港口库存量不断上升。截止2月13日，华东二

甲苯港口库存高达7.36万吨，较春节前增长约96%。华

东二甲苯主流价格则跌至4950元/吨附近，较春节前下

跌约13%，且成交零星。

国内供应方面，受高库存低消耗的影响，部分主流供应

商纷纷选择下调重整装置开工率。据市场人士了解，目

前华东地区多数主营炼厂下调开工率至7-8成，部分炼

厂亦考虑将检修计划提前至2月份。

需求方面，福海创及海南炼化的PX装置目前仍旧关

停，重启时间尚未确定。部分中小型涂料工厂也被要求

延迟复工。总体来看，二甲苯市场需求清淡。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苯乙烯市场的影响

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肺炎严重影响了国内苯乙烯市

场，2月14日华东江苏出罐价较节前（1月23日）下

跌 9%。

需求面上，此次疫情令运输受阻，员工返岗时间推迟，

拖累下游开工水平。至2月14日当周，国内EPS开工仅

恢复至 8%；多数ABS、PS工厂春节期间并未停工，但

因终端需求萎缩造成库存堆积，开工由节前的 77%、64% 

分别降至57%及50%。

供应面上，因发货几近停滞，截至2月14日当周，华东

苯乙烯港口库存水平增至27.2万吨，较节前上涨55%；

苯乙烯生产企业迫于库存压力，加之价格下挫令生产亏

损达600元/吨左右，整体开工由节前89%降至69%。

此外，浙江石化120万吨/年苯乙烯装置于1月底投产，

恒力石化72万吨/年苯乙烯装置或于2月下半月投产，将

进一步加剧苯乙烯市场供需失衡局面。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乙二醇市场的影响

2020年1月份疫情爆发以来，乙二醇市场受到明显影

响。截至2月14日，乙二醇华东大单价格相对节前跌

（1月23日）14%。

从需求面来看，终端工厂开工延迟，需求不足，节后聚

酯企业开工进一步下降，据ICIS跟踪，2月3-7日当周聚

酯开工降至60%左右。2月10日开始聚酯工厂陆续申请

复工， 2月17日开始或陆续开始复工，但实际复工进度

仍有待跟进。

供应方面，节后国内部分乙烯制工厂短暂上调了乙二醇

的开工。环氧乙烷属于危化品，物流受控更加严格，因

此工厂多被动降EO 负荷。但随着库存的累积，部分工

厂负荷开始下调，2月有检修的工厂也计划提前检修。

煤制工厂，因需求及物流受限也有停车降负现象。

运输方面，据悉目前乙二醇主库中，仅少数库区提货有

所放松，大多仍较为严格，另外运力不足仍是一大问

题，乙二醇物流情况暂未见明显好转。截至2月14日，

乙二醇港口库存相对节前增67%左右。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PTA市场的影响

进入2020年，受中国国内新冠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春

节假期延长，下游企业大范围延迟复工。受诸多因素主

导，PTA期货主力合约首个交易日（2020年2月3日）

开盘跌停，当日收盘价在4470元/吨，对比1月23日下

跌338元/吨或7.03%。

截至2月14

日，乙二醇

华东大单价

格相对节前

跌（1月23

日）14%。

$4470元/吨
受诸多因素主导，PTA期货主力

合约首个交易日（2020年2月3

日）开盘跌停，当日收盘价在

4470元/吨，对比1月23日下跌

338元/吨或7.03%。

对于PTA下游聚酯企业以及终端纺织企业，多个省市的

当地政府出于疫情防控考虑，都已明确要求企业延迟复

工时间。截止2月14日，国内聚酯平均开工负荷下跌至

59.3%，产销仅为0-10%。

由于大型PTA装置在关停后再进行重启所需要的费用较

高，因此国内的PTA装置在春节假期期间通常都会保持

正常运行，而此次下游聚酯企业大范围延迟复工，加上

运输受阻，PTA企业库存压力持续增长。在此影响下，

国内已有多套PTA装置不得不在2月内降负或停车，以

缓解高库存压力。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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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丁二烯新建产能（单位：万吨/年）

数据来源：ICIS

地区 公司 产能 备注

华东 浙江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期） 20

东北 辽宁 恒力石化（大连）化工有限公司 14

华南 广东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 12

华中 湖北 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6 扩能

华北 山东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东北 辽宁 辽宁宝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4

华南 福建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12

2020年，中国丁
二烯扩能提速，
预计有83万吨/年
的新产能入市，
影响会自年中起
逐步体现实质性
影响，竞争加剧
状况在下半年预
计将更为突出。

作者：封懿懿

市场人士表示，受新产能

扩张周期影响，中国丁二

烯市场正在再平衡的过程

中，这将影响周边地区及

全球市场的供需面。

中国丁二烯产能加速扩张

2019年，在两套新装置开车及检

修减少的影响下，中国丁二烯产量

同比增长5.8％，达到近300万吨

300万吨

2020年，中国丁二烯扩能提速，预计有83万吨/年的

新产能入市，影响会自年中起逐步体现实质性影

响，竞争加剧状况在下半年预计将更为突出。

2020年是中国丁二烯新产能大增之年。新装置全部

来自大型炼化一体化企业，也主要采用石脑油裂解

工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石化新装置的投产运行时间

普遍晚于预期。有市场人士表示，由于自上而下涉

及产品众多，炼化一体化企业从投产到运行稳定需

要一段过程，包括技术能力、上下游配套以及经济

局势、市场状况、资金等各类因素均可能对项目进

程造成影响。

2019年，中国丁二烯国产量保持增长，受此影响，

市场价格区间进一步整体下沉。

预计，2019年国产量将达到近300万吨的规模，同

比增幅5.8%。增量一方面来自于新建装置的投产；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内装置检修少于上一年度。受

此影响，国产货源已经开始挤压进口规模，但出口

并未扩大。

截至2019年12月初，国内有两套新装置投入商业化

运行。其中内蒙古久泰主要供应现货流通市场；南

京诚志则主要供应合约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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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CIS 数据来源：ICIS供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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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丁二烯新建产能（单位：万吨/年）

地区 公司 技术 产能 备注

华北 内蒙古 久泰能源 煤制 7 5月起外销

华东 江苏 南京诚志 甲醇制 10 8月起外销

2020年中国丁二烯装置检修计划

地区 装置 产能（万吨/年） 时间

华南 广东 中海壳牌 18 3月 25天

华东 上海 扬子巴斯夫 13 4月初-5月 50天

华中 湖北 武汉石化 12 4月初-6月 2个月

华南 广东 茂名石化 10 5月初-6月 50天

华北 天津 中沙石化 20 5月中-7月 2个月

华北 北京 燕山石化 13.5 7月下-8月 45天

华北 河南 濮阳蓝星 5 8月初-9月 40天

数据来源：ICIS

数据来源：ICIS

n 丁二烯 CFR 东北亚估价 现货价0-6周 收盘加权范围 每周（中间价）

n  丁二烯 送到价 华东估价 现货价0-7天 全市场范围 每日（中间价）

2018-2019.12 中国丁二烯市场价格走势图 2018-2019.10中国丁二烯月度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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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产货源的冲抵下，进口市场规模萎缩明显。ICIS

供需数据库显示，2019年1-10月，丁二烯进口量为

20.61万吨，较去年同期25.05万吨的进口规模同

比，减少17.7%。

未来，进口市场将面临来自国产货源的进一步压

力。根据目前获得的信息，2020年中国装置的检修

也较为有限。

市场人士表示，在新扩能周期下，中国丁二烯市场

正处于内外平衡调整的阶段，进而影响到周边地区

乃至全球的供需平衡。而中国是否会由净进口国发

展成为净出口国，仍需一定周期来调整，但值得市

场业者保持关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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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丙烯产能飞速增长，现货市场或
面临收缩

2020年中国丙烯
市场将迎来新一
轮的产能高速扩
张，据ICIS供需
数据库统计，丙
烯设计产能预计
将增加763万
吨/年。

作者：何潇飏

2020年中国丙烯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的产能高速扩张，

据ICIS供需数据库统计，丙烯设计产能预计将增加763

万吨/年。

2020年是中国蒸汽裂解装置产能释放的大年。随着众

多炼化一体化项目的落地和推进，预计将有7套装置（

包括传统的石脑油裂解装置和原料轻质化的轻烃裂解

装置）投产和1套装置产能扩张。

    此外，近年来利润可观的丙烷脱氢（PDH）吸引众

多民企纷至沓来，加之已身处该领域的企业亦有在进

行二期甚至三期PDH的建设与投产，促使PDH装置新

增的丙烯产能占据2020年新增总产能的30%。

然而不同于往年的产能扩张、现货市场同步扩张的模

式，2020年中国国内部分区域现货市场规模或呈收缩

之势。

美得石化66万吨/年PDH装置计划于2020年

第一季度投产，下游配套为中景石化和中

江石化两套产能共计70万吨/年的PP装置。

上述三家公司均隶属于中国软包装集团，

30%
2020年 ，预计
30%的丙烯新产能
将来自丙烷脱氢制
丙烯装置。

其中中景石化和中江石化自开启后便是丙烯进口、华

东和华南市场重要的现货买家。

浙江华泓45万吨/年PDH装置计划于2020年第二季度投

产。浙江华泓是上海华谊和浙江鸿基的合资公司，该

PDH装置量产后将主要供应上海华谊丙烯酸装置和浙

江鸿基的聚丙烯（PP）装置。而华谊和鸿基作为市场

上“老牌”的现货买家，它们在现货市场的采购在浙

江华泓PDH装置投产后预计将明显减少。

市场人士多认为，减少中间产品（如丙烯）带来的风

险、延伸产业链，可以增加企业在成品行业的竞争力

和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丙烯产能高速扩张，意味着供应和采购渠道愈加

丰富；而现货市场却呈现缩水态势，意味着消化丙烯

货源的需求点在减少。在这一趋势的预判下，国内贸

易商和买家纷纷表示会降低明年国内外合约货源的比

例和合约贴水意向水平。据ICIS了解，国内贸易商与

浙江一生产商2020年的合约贴水基本敲定，较2019年

合约贴水有显著下滑。

此外，随着国内新产能的快速投放，特别是无配套下

游的独立生产装置的投放，此前以进口采购为主的下

游工厂将增加国内现货的采购，甚至增加国内合约货

源的采购。这一势头在2019年已然出现。南京诚志二

期甲醇制烯烃（MTO）装置和新浦化学乙烷/丙烷裂解

装置于2019年下半年投产，均未配套下游装置，丙烯

悉数外销至周边下游工厂，其所处地理位置周边多为

传统的进口采购玩家。

回望2019年的行情，中国丙烯市场波动放缓，年内经

历了先跌后涨再跌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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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CIS

2020年中国丙烯新增/扩能表

公司名称 位置 技术路线 设计产能（万吨/年） 2020年有效产能（万吨/年）

大庆联谊石化 大庆 FCC 35 17.5

大庆联谊石化 大庆 OCU 20 10

福建美得石化 福州 PDH 66 55

恒力石化 长兴岛 蒸汽裂解 40 30

华亭中煦煤业化学 华亭 CTO 20 10

吉林康乃尔化学 吉林 MTO 16.5 8

辽宁宝来石化 盘锦 蒸汽裂解 69 10

宁波华泰盛富 宁波 蒸汽裂解 15 7.5

青海大美煤业 西宁 CTO 30 15

中化泉州 泉州 蒸汽裂解 50 7.5

中科湛江炼化 东海岛 蒸汽裂解 43 20

中科湛江炼化 东海岛 FCC 32 15

中韩石化* 武汉 蒸汽裂解 55（扩能） 47.5

天津渤海化学 天津 MTO 30 20

万华化学 烟台 蒸汽裂解 40 20

浙江华泓新材料 嘉兴 PDH 45 25

浙江石化 舟山 蒸汽裂解 70 50

东华能源宁波（二期） 宁波 PDH 66 50

浙江石化 舟山 PDH 66 30

备注：1. MTO-甲醇制烯烃；CTO-煤制烯烃；PDH-丙烷脱氢；FCC-催化裂化，炼油副产丙烯。

2. 有效产能是根据该装置当年投产月份和设计产能折算出的产能；即该装置若3月底投产，则有效产能=设计产能*（12-3）/12。

3.中韩石化属于扩能，从40万吨/年扩到55万吨/年。

有别于前几年产能和现货市场

同步扩张的情况，2020年中

国部分地区的丙烯现货市场规

模或将缩小。

2019年至今丙烯价格趋势

数据来源：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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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丙烯 出罐价 华东估价 现货价 0-7天 全市场范围weekly(中间价)

n  丙烯 出罐价 山东估价 现货价 0-7天 全市场范围weekly(中间价)

前4个月中国丙烯市场价格延续2018年第四季度的跌

势。这一阶段卫星石化第二套PDH装置投产，外盘到

船集中，供应端充裕；但春节前后下游消化原料缓

慢，下游装置意外停车频发，需求端表现欠佳。

5月开始，日韩检修季到来，叠加国内部分PDH装置和

地方炼厂亦有集中检修，同时伴有海外装置的意外停

车，导致供应明显缩水，支撑价格持续上涨至7月。随

后价格在该水平窄幅震荡至9月。

第四季度随着东北亚（包括中国）丙烯装置从检修中

恢复，国内又新增南京诚志、新浦化学两套无下游配

套的丙烯生产装置，同时下游出现部分产业效益欠

佳，特别是丙烯酸领域——多家丙烯酸工厂降负运

行，供需面的这一转变施压丙烯价格从9月一路下行，

至11月底国内丙烯价格逼近年内最低点，而进口价格

再刷年内新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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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乙烯供应持续增长,  
成本和宽松货币环境或支撑行情

2019-2020年国内聚乙烯装置扩能表

区域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产能（万吨/年）

实际/预期投产时间
LLDPE HDPE LDPE

华北 内蒙古 久泰能源 25 2019.5

华东 安徽 中安联合 35 2019.8

西北 青海 青海大美 30 2020

华东 浙江 浙江石化
45 HDPE/

LLDPE
30

PP，2019年下半年

PE，2020

西北 宁夏 宝丰能源 30 2019年下半年

华南 广东 巨正源  2019年下半年

东北 辽宁 恒力石化  40 2019-2020

东北 黑龙江 大庆联谊  40 2020

东北 盘锦 辽宁宝来
45 HDPE/

LLDPE
35 2020

华南 湛江 湛江中科  35 2020

华北 山东 烟台万华 45 35 2020

华东 宁波 宁波富泰 40 2020

华东 浙江 卫星石化 50 40 2021

华南 福建 中化泉州 40 2020

合计 510
数据来源：ICIS

2020年，中国聚
乙烯市场供应预
计继续增加，主
要受到国内扩能
及海外新增产能
的影响。

作者：李烨

中国在一次性消费品上的

增长仍然维持在相对高位

水平，但不少业内人士同

时担忧2020年国内的消费

需求增长是否能够持续。

2020年，中国聚乙烯市场供应预计继续增加，主要受

到国内扩能及海外新增产能的影响。

根据ICIS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聚乙烯新增产能在

460万吨，综合考虑2019-2020年新装置投产时间，

预计2020年国内新增产量将同比增加11%。

但市场人士认为，对于2020年的中国聚乙烯市场，

更大的不确定性或来自进口。因为海外市场的聚乙

烯扩能在2019-2020年间超过了700万吨。而在中美

贸易战背景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海外与中国市

场的出口套利窗口持续打开，中国聚乙烯进口量增

加。2019年中国聚乙烯进口占到了国内表需的47%

左右。

2020年，考虑中美贸易额外关税，低价美国聚乙烯货

源将继续冲击其他市场。因此，尽管中国国内产能仍

有明显扩充，但至少在亚洲区域内，中国价格仍能维

持相对高位水平，国内进口依附度受套利价差影响也

将继续维持在高位。

2019年，中国聚乙烯整体供应量同比增加了12-13%，

受供应充裕影响，部分聚乙烯价格跌至了10年以来的

低位。有国内供应商表示，3季度持续下跌的聚乙烯

价格一度逼近了国内油制石化成本线。预计在明年进

口供应不减的背景下，若聚乙烯价格持续处在国内

油制石化成本线下，可能会倒逼国内部分生产商降

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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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方面，考虑供应增速及国内持续去库存的操作，

多数市场人士认为2019年中国聚乙烯需求继续增加，

增速预计在10%左右。主要驱动因素来自电子商务

的发展带来的快消品的持续增长以及低价所触发的

替代性需求增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10月，中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在334778亿元，同比增长8.1%。同

期，全国网上零售额在82307亿元，同比增长

16.4%。

中国在一次性消费品上的增长仍然维持在相对高位

水平，但不少业内人士同时担忧2020年国内的消费

需求增长是否能够持续。

也有期货分析师持相对乐观看法。有业内人士表

示，目前全球货币政策相对宽松，而聚乙烯整体从

原料到下游仍然以去库存操作为主。在此背景下，

他们对明年市场仍有所期待。n

根据ICIS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

聚乙烯新增产能在460万吨，综

合考虑2019-2020年新装置投产

时间，预计2020年国内新增产量

将同比增加11%。

46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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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丙烯市场压力有增无减

2020年中国聚丙
烯（PP）市场供
应增长或将超过
今年，但需求增
长则较为悲观，
市场压力或有增
无减。

作者：胡晓宇

数据来源：ICIS

2019-2020年计划投产装置

区域 省份 生产商 产能 (万吨/年) 计划投产时间

华北 内蒙古 久泰能源 35 2019年5月

华东 安徽 中安联合 35 2019年8月

西北 宁夏 宝丰能源 30 2019年10月

华南 广东 巨正源 60 2019年10月

东北 辽宁 恒力石化 85 45万吨2019年6月； 40万吨2020年

华东 浙江 浙江石化 90 PP 2019年底-2020年初

西北 青海 青海大美 40 2020年

东北 黑龙江 大庆联谊 50 2020年

华北 山东 烟台万华 30 2020年

华南 福建 中化泉州 30 2020年

华北 天津 渤海石化 60 2020年

东北 辽宁 辽宁宝来 60 2020年

总计 605

2020年中国聚丙烯（PP）市场供应增长或将超过今

年，但需求增长则较为悲观，市场压力或有增无减。

2019年上半年开始，市场人士对供应过剩的担忧持续

影响PP市场。

2019年至今华东地区评估的国产PP拉丝最高价格为

9210元/吨，远低于2018年同类别产品的最高价位

11000元/吨。而2019年至今进口PP拉丝最高评估价

格为1125美元/吨，同样远低于2018年的最高价格

1255美元/吨。

整体来看，震荡向下是2019年PP市场的大趋势。

ICIS数据显示，截至11月29日当周，华东地区PP拉丝

周度评估价格为8280元/吨，较2019年初下降9.2%。

2019年完全释放的新产能已达205万吨，远高于2018

年全年的65万吨。其中恒力石化、久泰能源和中安联

合均在8月底前开始了商业运营，而巨正源与宝丰能

源的PP新装置也已在10月全速运营。

产能的大幅增加对现货价格影响明显。9月以后，现

货价格开始全面持续下跌。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供应过剩都将会是市场上最令

人担忧的因素——2020年将有更多装置投入生产，新

增产能预计高达400万吨。

浙江石化90万吨/年的PP装置近期将开始试运行，并

预计在第一季度投入商业运营，该消息已对当前的市

场构成了威胁。

需求疲软是PP市场的另一个利空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0月，我国塑料制品

产量为656.5万吨，同比增长2.2%。1-10月塑料制品

产量为6595.7万吨，累计增长4.6%，相较于原料增

长较缓。

ICIS预计2019年PP国产量增幅在7.1%，明显高于塑

料制品的累计增长幅度。

汽车产业是PP最大的下游产业之一。2018年，该行

业年度销量28年来首次下滑，预计2019年年度销量

将再次下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月11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9年10月全国汽车销量为228万辆，同比下

降4%。2019年汽车每个月的产销数据均呈同比下滑

走势。2019年1-10月，中国汽车累积销量为2065万

辆，同比下降9.7%。

此外，中美关系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下游出

口订单难以恢复。

一位华东贸易商表示：“整体微观经济低迷拖累了大

宗商品市场。”而一位下游买家则表示：“我们只根

据基本需求购买，因为我们在等待更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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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2020年初，在农历春节（1月24-30日）

之前需求通常会下降。

2019年中国PP价格

数据来源：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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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月度产量（万吨）

在原料价格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下游的利润有所转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0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简称CPI）同比上涨3.8%。其中，食品价格

上涨15.5%，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上涨

5.2%，服务价格上涨1.4%。1-10月，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平均上涨2.6%。而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简称PPI）同比下降1.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

比下降2.1%。1-10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

同期下降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0.5%。在

原料成本下降的前提下，成品价格依然有所上涨，进

一步佐证下游成品工厂的利润较为可观。

虽然中国PP的进口供应量在表观需求中占比只有20%左

右，但未来进口供应有持续增长趋势，影响不容忽视。

中国9月和10月的PP进口量分别同比增长2.4%和

8.3%。自俄罗斯西布尔50万吨/年的新装置在年中启

动以来，中国月度进口总量一直保持在每月44万吨

以上。

在进口供应充足的情况下，许多进口货源已经流入人民

币市场。因此，进口价格与国内价格的趋势相当接近。

另外，此前计划在2019年初投产的两家供应商并未如

期开车，导致其供应压力将推迟至来年。印度石油公

司（IOC）在其位于印度帕拉迪普（Paradeep）的工

厂有两条产能均为34万吨/年的PP生产线，其中一条

生产线已于今年7月开车，但负荷较低，对市场无明

显影响；另一条线已推迟至2020年第一季度开车。而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90万吨/年的新装置已经在

2019年第四季度生产了一些不合格的PP，但是商业

运作需等到明年。

与此同时，阿曼Orpic 30万吨/年的新装置预计将于

2020年年中投产。晓星化学在越南有两条总产能为

32万吨的PP生产线，其中第一条生产线预计将于

ICIS供需数据库数据显示，9月和

10月中国聚丙烯进口量分别同比

增长2.4％和8.3％。

2.4% 和 8.3%



中国展望2020

回到目录

2020年中国聚丙烯新产能预

计将达到400万吨，市场仍有

供应过剩之虞。

数据来源：ICIS 数据来源：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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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投产，但商业生产可能要到2020年才能实

现。第二条PP生产线预计也将在明年开工。

对于上述所有新产能而言，中国都是他们最大的目标

市场之一。因此，多数市场参与者担心，2020年的供

应过剩将比2019年严重得多。

这种担忧导致进口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的差距越来

越大。因为中国的下游买家不愿意购买远期货物，

而来自中东和印度的进口主流货源只能在1月和2月

或者更晚才能到达。而目前国内供应正短期内处于

平衡状态。

ICIS数据显示，自12月3日以来，中石化和中石油的

聚烯烃库存合计为65.5万吨，处于相对适宜的水平。

华东的一位贸易商表示：“下游工厂愿意为今天送到

的现货比10天后送到的货物多付人民币200元/吨。”

截至11月29日当周，进口PP拉丝价格为910美

元/吨，含增值税、关税、港口费后，折合人民币

7950元/吨，比当周国产现货价格低300元/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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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扩能仍在继续，二甲苯需求增长可待

2019年，中国二
甲苯（MX）市场
在经历了近半年
的横盘整理后，
下半年行情波动
剧烈。究其原因，
是在最大下游对
二甲苯（PX）产
能快速扩张下，
二甲苯市场整体
需求发生变
化。2020年PX产
能扩张仍在继续，
二甲苯市场需求
依旧受到有力支
撑，然PX利润空
间压缩或将影响
到二甲苯市场的
整体需求。

作者：张绚

2019年，中国二甲苯（MX）市场在经历了近半年的

横盘整理后，下半年行情波动剧烈。究其原因，是在

最大下游对二甲苯（PX）产能快速扩张下，二甲苯市

场整体需求发生变化。2020年PX产能扩张仍在继

续，二甲苯市场需求依旧受到有力支撑，然PX利润空

间压缩或将影响到二甲苯市场的整体需求。

作为较上游的化工产品，二甲苯的现货行情走势受原油

影响比较明显，呈现较为紧密的正相关。而港口的现货

库存与二甲苯现货价格则呈负相关。然而，纵观2019

年中国二甲苯的行情走势，似乎显得有些“脱轨”。

2019年一季度末，大量伊朗进口货源进入中国市场，

港口库存水平在春节假期后急剧增长，原油行情亦呈

现窄幅波动。彼时二甲苯现货价格虽没有逆势而上，

但持续坚挺的表现亦是不俗。这主要是受到了福海创

以及恒力石化PX 装置对二甲苯现货需求的支

撑。2019年初，福海创逐步提升PX负荷，恒力石化

亦在一季度末试运行PX装置。两家工厂积极外采原料

二甲苯，整体市场需求表现强劲，逐步消化了港口堆

积的库存，有力支撑了二甲苯市场的平稳运行。

2019年三季度，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原油行情亦弱势

盘整为主，宏观经济面表现并不乐观。然二甲苯现货

行情逆风翻盘，连续三月强势上涨，甚至几乎关闭了

一年之久的二甲苯进口套利窗口亦再度打开。

中国二甲苯现货行情逆势上涨主要受到PX工厂及调油

市场两大需求的支撑。

三季度，福海创检修中的两套PX装置陆续重启，恒力

石化的部分重整装置进入检修，场内整体二甲苯供应减

少，而PX需求增加，有力推动二甲苯现货行情上行。

进入9月，中国二甲苯市场更是进入了传统的金九银

十旺季。调油商积极采购二甲苯调油，为即将到来的

国内二甲苯价格走势

n  混合二甲苯 异构级 华南

n  混合二甲苯 异构级 华东

n  WTI

数据来源：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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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提前备货。在需求激增的支撑下，二甲苯现

货行情加速上行，9月内价格涨幅超过1000元/吨。人

民币市场价格的飞涨亦打开了进口套利窗口，为进口

市场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进入2019年四季度，部分PX工厂检修和汽油市场走软

抑制了二甲苯市场的整体需求，现货行情亦随之回落。

纵观2019年中国二甲苯市场的走势，来自于 PX工厂的

需求是影响现货行情走势最直接且重要的因素。2019

年市场新投产的PX装置主要有福海创、恒力石化以及

海南炼化，各家的二甲苯配备各有不同。除恒力石化

有相应匹配的重整装置外，福海创所需二甲苯部分外

采，海南炼化的原料则需要全部依赖外采。如此一

来，中国市场上新增的二甲苯净需求就高达170万

吨/年，有力支撑了二甲苯现货行情的坚挺上行。

目前浙江石化一期正在逐步开启重整及PX装置。浙江

石化装置的二甲苯产能与PX产能在设计上完全匹配，

装置正常生产运行后，并不需要从市场采购二甲苯或

是对市场输出二甲苯。

中化泉州二期工程包含一

套产能80万吨/年的PX装

置，亦配备了芳烃抽提装

置。根据设计，中化泉州

一期和二期二甲苯的总产

能将恰好匹配这套新增的

80万吨/年装置。中化泉

州一期二甲苯产能在70

万吨/年左右，基本全部

对市场输出。二期PX装

置投产后，这些原本输出

的二甲苯将转为自用，换

言之，市场出现了约70万

吨/年的二甲苯现货缺口。

2020年仅有中石化中科

即将投产不包含下游PX

的芳烃装置，然其二甲

苯产能难以填补国内市

场二甲苯的供应缺口。

纵观2020年中国二甲苯

2020年 中国二

甲苯需求将保

持强劲。PX方

面，2019年装

置密集投产给

市场带来下行

压力，PX现货

价格下滑。

n  港口库存

n  混合二甲苯华东

元
/吨

价
格

：
元

/吨

万
吨

套
利

：
元

/吨

数据来源：ICIS

数据来源：ICIS

n  华东

n  CFR 东北亚

n  进口套利

国内二甲苯价格VS港口库存

中国二甲苯进口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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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PX新增产能

PX产能 MX缺口 投产时间

福海创 160万吨 约50万吨 2018年12月

恒力石化 450万吨 - 2019年一季度

海南炼化 100万吨 约120万吨 2019年9月

2020年中国PX及二甲苯新增产能

PX产能 MX缺口 投产时间

浙江石化 400万吨 匹配 2019年12月

中化泉州二期 80万吨 联合一期匹配 2020年二季度

中科炼化一体化 - 40万吨 2020年二季度

市场的整体供需面，除了2019年新增的海南炼化和福

海创PX装置有原料需求外，新增的中化泉州PX装置

亦会导致中国市场的二甲苯缺口继续扩大。2020年二

甲苯市场的整体需求仍旧表现强劲。

但是，2019年 PX装置的密集投产对PX市场造成了不

小的压力。PX现货价格走跌，与之相反的是在强劲需

求背景下二甲苯的市场价格不断上行，压缩了众多PX

工厂的生产利润。

2019年三季度，尤其是进入9月之后，PX工厂的利润

情况愈发令人堪忧。在生产成本的重压下，部分PX工

厂选择了停车检修。虽在海南炼化投产的影响下，9

月PX市场整体开工率大幅走高，然10月-11月PX市场

的整体开工逐步走低。

进入2020年，PX市场的整体开工率仍是影响二甲苯

市场整体需求最大的因素。从整体产能的设计来说，

二甲苯市场的需求仍将继续上行。但是，若市场无法

消化新释放的PX产能，PX装置的利润持续走软，则

中国二甲苯市场的需求则面临失去支撑的风险。n

2019年9月，二甲苯现货价格月

内涨幅超过1000元/吨。

1,000 
元/吨

数据来源：ICIS 数据来源：ICIS

MX生产PX理论利润 PX月度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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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投产进入快车道，产能井喷 
对市场形成压力
随着PTA产能上线速度加快，投产规模亦不容小觑，

预期2020年PTA供应将大幅增加。聚酯端将如何消耗

原料增量以及供应商如何调整生产安排也为明年行情

走势增添悬念。

2019年PTA行情回顾

整年来看，2019年PTA华东自提价较2018年走势偏

弱。尽管一季度PTA市场保持平稳走势，但5月出现了

年内第一个大跌，这主要反映了动态市场对累库状态

的担忧。在该节点上四川晟达产能100万吨/年的PTA

装置顺利投产；更为重要的是，PTA供应商在高加工

费驱使下高负荷运行，而下游逐步向淡季过度当中，

加剧了市场供需的矛盾。

恒力石化产能共计450万吨/年的两条PX生产线于3月底

和5月中旬相继投产，使得PX价格不断下探，与此同

时PTA供应商持续补货支撑现货需求，PTA供应商利润

达到高点。

随后PTA市场在7月经历了暴涨和暴跌的行情。月内多

套PTA装置停车或降负，叠加中美贸易战释

放和解信号、沙特原油设施遇袭事件等因

素刺激，PTA价格触底反弹。

然在利好消息出尽、下游聚酯需求未有持

续性支撑情况下，PTA开始持续阴跌的行

情。在独山能源PTA装置投产后，PTA华东

出库中间价一度在11月12日触及2年内最低点4686

元/吨。

随着PTA产能上线
速度加快，投产
规模亦不容小觑，
预期2020年PTA
供应将大幅增加。
聚酯端将如何消
耗原料增量以及
供应商如何调整
生产安排也为明
年行情走势增添
悬念。

作者：黄丽芳

8%
2019年聚酯名义产能增
速约8%，相较于2018
年11%的产能增幅来说
已经大打折扣。

PTA产能井喷，供给端面临严峻考验

供给端的变化将继续主导2020年PTA行情，具体投产

进程都有可能是PTA价格走势的重要节点。

2019年底，伴随多套PTA装置陆续重启后， PTA货物

流通量逐步增加，现货升水期货的基差大幅缩窄，并

有向贴水期货方向发展的趋势。预计2020年市场结构

大概率为近月价格贴水远月价格。

恒力石化4号PTA装置以及新疆中泰PTA装置预期于

2019年12月底或2020年1月初投产。考虑到原料、季

节以及磨合时间等因素，预计装置达到商业运行大致

在2020年一季度左右，那么PTA行情在一季度已面临

严峻局势。值得关注的是西南和西北地区PTA装置存

在原料共享且PX整体供给较为有限，待新疆中泰PTA

装置投产后，该区域内PX将面临重新分配问题，相应 

PTA装置负荷会有所调整。

第二梯队的投产集中在2020年下半年，包括恒力石化5

号装置、独山能源二期、福建百宏以及虹港石化二期

的PTA装置。其中恒力石化和独山能源近期积累的开

车经验较足，如期投产的可能性较大。

新建PTA装置投产计划表

企业名称 产能（万吨/年） 地点 预计投产时间

恒力石化（4#） 250 大连 2020年1月初

新疆中泰 120 库尔勒 2020年1月初

恒力石化（5#） 250 大连 2020年第二季度

新凤鸣二期 220 嘉兴 2020年第三季度

福建百宏 250 泉州 2020年第四季度

虹港石化 240 连云港 2020年第四季度

数据来源：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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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PTA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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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TA 出库价 华东估价 现货价0-5天 完全市场区间 每日（中间价）

2020年虽计划投放的聚酯产能

不少，但实际投放进程受到萎

靡市场的拖累。

若上述装置如期投产，2020年PTA市场新增名义产能

累计达1330万吨/年，可满足约1547万吨聚酯生产的需

求。如果按照开车时间折算，新增有效产能亦能达到

约600万吨/年。换言之，在新投产能可以开满的状况

下，PTA产量增量相当显著。毫无疑问PTA市场明年将

逐步由紧平衡状态向供给过剩状态过度。

不过，实际产量的增量还得关注PTA工厂自身生产

情况。

至2019年底，产能占比约 18%的PTA工厂完全没有配

套下游聚酯产能，且大多数产能规模较小。因为品牌

溢价不明显，又无规模效应降低边际生产成本，该类

工厂在盈利压力下或有降负甚至阶段性停车操作。

另外，就规模较大的工厂而言，因为有更多的富余

量，走货压力更大，在利润触及警戒线水平时亦会有

停车计划，因此尚需密切跟进其检修安排。

下游聚酯投产平稳，需求有待刺激

全年来看，聚酯工厂整体开工相较于2018年来说处于

较高的水平。这得益于聚酯工厂良好的库存管理，把

库存压力转嫁到了终端织造工厂。 因此，年内终端织

造高成品库存的问题一直为聚酯产业链所诟病。

然后续聚酯工厂的处境或难言乐观。宏观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终端消费需求不振将会持续负向反馈至上

游。目前部分聚酯品种已面临亏损风险，加之2020年

春节时间较早，工厂开工在陆续做出一定调整，囤积

原料的积极性随之降低。

2019年聚酯名义产能增速约8%，相较于2018年11%

的产能增幅来说已经大打折扣。2020年虽计划投放的

聚酯产能不少，但实际投放进程受到萎靡市场的拖

累。结合GDP增速情况来看，明年聚酯产能增速或在

6%-8%区间内，即约400万吨的名义产能，再难达到

前两年两位数增长水平。新增聚酯产能对应的需求量

仅为350万吨左右，远远小于新增PTA的供应量。

在PTA供给充裕度提高明显情况下，聚酯工厂并不急

于采购原料，合约敞口或有所扩大以增加操作的灵活

性，也为明年现货市场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除了终端

织造工厂订单情况外，中美贸易局势，原油的走势，

国家环保政策和自身现金流状况都决定了聚酯工厂的

原料采购力度。若市场无重大利好刺激，聚酯需求很

大可能维持低迷状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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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迅速扩张 乙二醇市场或长期承压

2019年接近尾
声，市场再度焦
点于2020年的乙
二醇供需格局变
化。从目前的情
况看来，2020年
乙二醇产能将再
次大量释放，而
在经济增速明显
放缓的情况下，
聚酯产能扩张速
度或将下滑，基
本面走弱或无可
避免。

作者：仇燕

2019年接近尾声，市场再度焦点于2020年的乙二醇

供需格局变化。从目前的情况看来，2020年乙二醇产

能将再次大量释放，而在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

下，聚酯产能扩张速度或将下滑，基本面走弱或无可

避免。

2019年乙二醇价格走势受基本面引导比较明显。上半

年供应放量库存大幅累积，价格下跌，三季度持续去

库存提振下价格反弹，四季度在新产能投放预期下价

格再次走弱。

2018年国内煤制乙二醇装置集中投产，全年有227万

吨/年的煤制新产能投放，叠加中海壳牌的二期乙二醇

新装置以及茂名石化的产能去瓶颈，且这些新产能多

于2018年下半年出量。因此2019年一季度乙二醇国

产量大增，平均70万吨/月以上，相对去年同期增

24.5%。

另外年末国外装置多有冲销量以及清库存行为，2019

年1月进口量激增，达到101万吨，一季度乙二醇进口

量平均87万吨/月，相对去年同期增3.6%。

而中国传统春节影响下，下游需求萎缩严重，对乙二

醇需求平均140万吨/月左右，乙二醇过剩近20万

吨/月，库存持续累积，至4月下旬累积至年内高点，

突破140万吨的水平，市场气氛受到压制明显。

乙二醇价格在5月中跌至4200元/吨附近，此价格已逼

近5年来的低位。油制以及煤制乙二醇企业均呈现亏

损，国外乙烷制乙二醇装置虽仍盈利，但相对去年同

期利润压缩十分严重。

国内外装置减产保价意愿强烈，4月份开始煤制装置

率先开始减产，而后国内乙烯制装置陆续转产环氧乙

即使2020年乙二醇需求能维持

增长，增幅也将只有160万吨

左右，远不及产能扩张速度。

烷。由开工率数据来看，一季度国内乙二醇装置整体

开工率接近8成，4月份跌至7成偏上，5月份至今一直

维持在6-7成水平。

同时，台湾、日韩的乙烯制乙二醇装置停车也较多，

乙烷制乙二醇装置也有一定减产。因此，在国产以及

进口供应双双缩量的情况下，5月份开始，乙二醇开

始持续去库存。

2019年8月底，乙二醇库存水平跌破100万吨，助推

价格强势回升。9月中旬，乙二醇出现本年度最强劲

一波涨势。

沙特阿美的两处油田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原油暴

涨，原料减产影响乙二醇供应的预期下，乙二醇盘面

连续大幅冲高。9月17日，乙二醇华东大单价格向上

冲破5500元/吨水平，此为年内价格高位。

四季度国内乙二醇装置开工提升有限，且台湾、韩

国、以及新加坡等地均有装置检修，到货偏少，另外

乙二醇出罐价 国内乙二醇装置开工率

数据来源：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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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乙二醇新装置投产计划表

地址 生产商名称 在建产能（万吨） 工艺 投产时间

辽宁 恒力 90 乙烯制 2019年底

辽宁 恒力 90 乙烯制 2020年一季度

浙江 浙江石化 75 乙烯制 2020年一季度

福建 中化泉州 50 乙烯制 2020年二季度

广东 中科炼化 40 乙烯制 2020年二季度

内蒙古 荣信化工 40 煤制 2019年底

陕西 延长石油 10 合成气 2019年底

新疆 新疆天业 60 合成气 2020年

河南 永城永金二期 20 煤制 2020年

山西 阳煤平定二期 20 煤制 2020年

湖北 湖北三宁 40 合成气 2020年

数据来源：ICIS

本年度聚酯新产能的投放集中在8月以后，乙二醇需

求整体表现尚可，库存水平继续呈现下降。

据安迅思统计，截至11月29日，乙二醇港口库存水平

已跌破40万吨。

然而，10月MEGlobal位于美国的75万吨/年乙二醇装

置投产出量，市场人士对于恒力、浙江石化以及马石

油乙二醇新装置投产预期增强，市场心态明显走弱，

预期不佳，虽然乙二醇库存仍不断下滑，但未能支撑

价格持续上涨。

目前看来，乙二醇库存拐点可能于12月出现。一方

面，前期停车装置陆续重启，而来自美国的乙二醇进

口量有明显增加，另外年底工厂将继续冲销量和清库

存，再者因持续的亏损，春节期间聚酯工厂检修计划

集中爆出，需求趋弱。

而对于2020年的乙二醇市场来说，供应方面的压力或

更为明显。

一方面，国内产能将集中投放。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底至2020年将有超500万吨的乙二醇新装置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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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CIS

国外乙二醇新装置投产计划表

地址 生产商名称 在建产能（万吨） 工艺 投产时间

马来西亚 马石油 75 乙烯制 2020年初

美国 南亚 80 乙烷制 2020年中

沙特 JUPC3 70 天然气制 2020年底

24.5%
因此，2019年一季度国内乙二醇
产量大增，平均产量在70万吨/月
以上，同比增加24.5％。

其中乙烯制新产能在345万吨左右，煤制新产能在

190万吨附近，当然其中不排除因价格等原因部分装

置投产进度放缓，但如此大量的产能对市场心态的压

制不可忽视。

第二，国外也有新装置投放计划，预计将有225万吨/

年乙二醇新增产能，但沙特JUPC3计划于年底投

放，2021年出量的可能性较大。而对于美国货源来

说，虽然因为加征关税，2019年中国不再是其主要的

乙二醇出口地区。然而廉价的乙烷原料催生了美国大

量的乙二醇新装置，其供应压力日趋增加，美国当地

和欧洲市场的消化能力有限，不管是资源置换或者直

接供给聚酯厂做核销，中国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乙二

醇消费地，预计2020年来自美国的乙二醇进口量相对

2019年可能会有明显放量。

而从需求方面来看，2019年聚酯总产能增量在8%左

右的水平，若2020年能够维持该增长速度，对于乙二

醇的需求也仅能增加160万吨左右，远不及乙二醇产

能增长速度。更何况以目前的GDP增速来看，2020

年的聚酯产能增速低于2019年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2020在供应增量相对明显的情况下，乙二醇市场

心态或长时间承压。乙二醇工厂之间竞争加剧，小装

置压力相对较大，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而据悉下

游工厂的原料采购合约均留有一定敞口，乙二醇现货

市场面临不确定性增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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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石化120万吨/年及恒力石化72万吨/年的苯乙烯装

置预计将在2020年一季度投产，国产量供应将急剧攀

升，压缩进口市场刚需的同时，也意味着国产资源与进

口资源将进入价格竞争时代。

2019年中国苯乙烯市场回顾

2019年苯乙烯市场在经历了将近半年的去库存过程之

后，迎来了苯乙烯成为期货品种的转变，这意味着苯乙

烯的金融属性将增强，给未来的市场带来更多机遇和挑

战；随后，浙江石化120万吨/年及恒力石化72万吨/年

苯乙烯装置将投产的消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市场对

于未来供应急剧增加的预期，令行情承压。

价格方面，一季度华东港口苯乙烯库存逐步涨至历史高

位，制约市场价格处于9000元/吨（出罐）以下水平整

理。经过二、三季度的去库存过程之后，价格于9月下

中国苯乙烯国产供应急剧攀升，
资源竞争加剧

2020年中国苯乙烯市场预期

国产供应将较2019年明显攀升，自给率大幅提高

2019年国内仅中韩石化2.7万吨/年及河北盛腾8万吨/年

两套装置投产。中信国安20万吨/年苯乙烯装置因企业

资金问题搁置，浙江石化投产计划逐步延迟至2020

年，因此2020年上半年国内苯乙烯将新增浙江石化和

恒力两家生产企业，共计192万吨产能，较2019年年底

增幅达20.5%，且下半年仍有部分装置投产预期。

浙江石化120万
吨/年及恒力石化
72万吨/年的苯乙
烯装置预计将在
2020年一季度投
产，国产量供应
将急剧攀升，压
缩进口市场刚需
的同时，也意味
着国产资源与进
口资源将进入价
格竞争时代。

作者：张艳

在竞争加剧、利润下降的大背

景下，2020年中国苯乙烯生产

商或将迎来拐点。

2020年中国苯乙烯预计投产装置表

区域 地区 厂家名称 产能（万吨/年） 预计投产时间

华东 浙江舟山 浙江石化 120 2020年一季度

东北 辽宁大连 恒力石化 72 2020年一季度

华东 浙江宁波 宁波华泰盛富 30 2020年下半年

东北 辽宁盘锦 辽宁宝来 35 2020年

华南 福建泉州 中化泉州 45 2020年四季度

半月短暂涨至9000元/吨（出罐）以上水平。四季度开

始，港口库存水平低位上涨，且在对未来产能爆发的担

忧下，华东地区价格不断刷新年内低位。

由供应面带来的价格压力，最终直观的反映在苯乙烯生

产企业的利润上。四季度的低位价格不断压缩苯乙烯生

产利润，直至处于亏损状态，而三大下游（EPS、PS和 

ABS）则得益于原料价格低位带来的好处，均有一定生

产利润。

数据来源：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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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海壳70万吨/年装置的投产时间或将由2020年四季

度延迟至2021年上半年。

进口量将明显缩减，资源之间竞争加剧

由于2019年国内产能增加十分有限，因此

进口刚需依旧较为强劲，预计全年进口总量

将小幅增长。但在2020年，急剧攀升的国

内产量势必会压缩进口刚需，而国外下游需

求增长点有限，因此对于主要进口来源地来

说，中国依旧是其首选输出地，也就意味着

2020年进口资源与国产资源将产生一定竞争氛围。

此外，进口资源为同时保证输出量与竞争优势，在价格

上恐难以持续倒挂状态，预计全年内外盘以顺挂为主。

最后，竞争加剧势必对价格造成一定压力，从而影响生

产利润，近几年国内苯乙烯生产企业的高利润状态或受

到一定考验。而且，未来两至三年，国内仍有大量苯乙

烯装置新建计划，因此对于国内生产商来说，2020年或

将成为竞争逐步加剧，且高利润时代开始转折的一年。

期货增强金融属性，资本进驻加大行情走势不确定性

2019年9月26日，苯乙烯在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

成为期货品种，金融属性也随之逐步步加强，吸引更多

场外资金操作，未来行情短期波动受金融市场和资金操

作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也将随之加深。

对于传统的市场参与者来说，尤其是贸易商和下游买

家，如何利用期货套期保值等金融工具来规避自身风险

或寻找更多盈利机会，也是2020年市场尤为值得关注

的地方。n

192万吨
2020年初 ，
中国苯乙烯新
产 能 将 达 到
192万吨/年。

数据来源：ICIS供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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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油供应增势或放缓，下游需求或仍疲软

预计2020年随着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的局面下，中国

基础油市场需求或将仍持续处于疲软态势。

2019年鉴于中美贸易战仍处于严峻的拉锯战中，中

国宏观经济面表现继续低迷。据联合国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预测，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约为

6.3%，较2018年继续回落0.3个百分点。同时，据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预测2020年中国实际GDP增速或

继续下跌，GDP增速或下滑至5.9%。

主流工业润滑油生产企业仍看空2020年市场，对于

基础油的需求或仍表现不佳。这是鉴于在宏观经济

基础面上来看增速继续放缓，同时环保监察力度仍

在不断增加，并且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

涉港法案，引发了中方的强烈抗议，业内人士对近

期达成贸易协议的希望越来越渺茫，2020年中美贸

易战或仍将继续发酵。在种种利空因素的拖累下，

工业润滑油对一二类基础油的采购需求仍将减少。

工业润滑油及车用润滑需求萎靡抑制基础油采购。

业内人士预测，2020年汽车产销量或将进一步下

探。据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指出，目前来

看并未看到车市回暖的信号，最乐观的判断是于

2020年底探底。他表示：“2020年我认为中国车市

销量至少有10%的负增长，汽车销量能达2200万台

已经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判断。”此外，据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咨询中心制造业处副处

长李强表示，2019年全年车市销量预计

仍然维持负增长，同比增速约为-7.3%。

平台期可能还将持续2-3年。这是由于购

买新车的人群中有70%左右的人和民营企

业相关，汽车市场下滑受到了民营企业经营困难、

房价上涨、中美贸易争端、全球经济放缓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基础油品质不断升级，

车用润滑油的使用周期也在不断拉长，间接也减少

了对车用润滑油的表观消费量。因此，2020年车用

润滑油生产企业对于二三类基础油的采购需求也或

继续处于收缩的态势。

再从供应端来看，ICIS认为2020年中国基础油供应

量增长的势头或有放缓的态势。一方面，2020年中

国新增基础油产能的投放将同比回落。据ICIS观

察，2019年中国市场多套二三类基础油装置陆续投

产后，2020年计划仅有一套2019年遗留下来的海南

汉地阳光新装置投产。据海南汉地阳光炼厂人士表

示，其旗下新建70万吨/年二三类基础油装置计划于

2020上半年投产问市。因此相较于2019年来看，新

增产能的释放量有明显减少。

预计2020年随着
经济增速继续放
缓的局面下，中
国基础油市场需
求或将仍持续处
于疲软态势。

作者：封懿懿

2019年车用润滑油生产商

对二三类基础油的需求继

续减少，2020年这一趋势

或将持续。

1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
长郎学红预测：“2020年
中国汽车销量将至少下降
10％。汽车销量能达2200
万台已经是一个比较乐观
的判断。

另一方面，国际海事组织（IMO）2020新规要求，即

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对全球范围内船舶燃油含硫

量从3.5%下降至0.5%的强制规定，传统燃料油需求

将减少120万桶/天，同时将新增相同数量的超低硫船

用燃料油和船用柴油需求。这对一二类基础油炼厂而

言将意味着自2020年开始，如若柴油出现较大需求缺

口的同时利润又优于基础油，炼厂或将更多的原料用

于柴油生产而减少一二类基础油的生产。

从进口基础油资源方面来看，2020年亚洲炼厂对中

国出口基础油的总量或也将有小幅回落的可能性。

一方面，鉴于IMO影响使得炼厂或更密切关注柴油与

基础油生产利润的同时减少基础油现货资源的出口

量。此外，2020年来看，对中国主要出口的来源炼

厂中的检修装置较2019年有增加。其中，台湾台塑

60万吨/年二类基础油装置计划在6-7月进行。韩国

双龙二三类基础油装置检修也计划在三季度进行。

同时，部分东南亚一类基础油炼厂也表示意向对其

开工负荷进行下调，主要由于生产高粘度资源的成

本偏高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使得生产利润极低。ICIS

供需数据库显示，2019年1-10月份，中国基础油的

进口总量约223.8万吨，累计同比小增约1.69%。预

制造业PMI指数（经季节调整）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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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019全年基础油进口量或处于小幅上涨的态势，

不过涨幅或在3%以下。2019年基础油进口总量处于

上涨的原因主要是鉴于亚洲炼厂例行停车检修较少

所致。

回顾2019年，中国基础油下游需求呈现出疲软的态

势，全年大部分时间均是弱势盘整的局面，仅在2-3

月和9月期间需求出现过小高峰，传统旺季的备货期

被明显地缩减。

中美贸易战抑制工业及车用润滑油出口

ICIS向主流工业润滑油生产企业了解到，2019年工

业制造行业全年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弱势盘整态势，

因此对于基础油的采购量也处于明显萎缩的态势。

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抑制了制造行

业的生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大部分时间均处于50枯荣线

以下。另外，由于国家对环保的监察力度并未松

懈，部分中小型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被迫处于关停

状态。与此同时，随着中美贸易战在今年5月和8月

美方再次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后而使贸易争端

加剧后，中国制造业、工业和汽车行业对美的出口

量也将进一步受到不同程度抑制。

此外，ICIS向主要的车用润滑油生产企业了解到，

车用润滑油对二三类基础油的需求量也受车市低迷

拖累影响而进一步回落。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分析，自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我国汽车产销

量已连续16个月同比下降。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日

趋复杂严峻，世界经贸增长放缓，在全球经济下

行、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

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因此我国汽车工

业在消费信心不足、部分地区提前切换国六标准等

不利因素影响下，总体表现较弱，尤其是上半年更

是出现了10%以上的下降。三季度，在一系列稳就

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

政策作用下，汽车产销降幅才出现了收窄。1-10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44.4万辆和2065.2万辆，

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0.4%和9.7%。

价格方面，1-8月价格处于单边下行的态势，9月之

后出现震荡回升的局面。ICIS估价显示，截止12月

13日，二类150N华东出库均价回升至7175元/吨，

持稳年初；不过8月中旬之际150N价格跌至年内最

低点，均价为6375元/吨，较年初大跌800元/吨。二

类500N华东出库均价于12月13日成交在7225

元/吨，较年初大跌525元/吨；其中8月中上旬500N

跌至年内谷底，均价为6825元/吨，较年初大跌925

元/吨。n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n  二类500N华东出罐价

n  二类150N华东出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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