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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分析回顾

核心逻辑：3 月初 OPEC+对是增是减意见分歧较大会议一波三折，

胡塞军方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国际原油价格上

涨势头放缓，从 3月中旬起继爱尔兰和荷兰之后，德国、法国、意大

利加入了暂停使用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国家行列，因担心血液凝块而暂停

使用这种疫苗，欧洲多国封禁政策重启，引发对原油需求担忧，国际

油价下挫，聚烯烃跟随原油行情波动。

行情方面：3 月聚烯烃期货价格前半月高位横盘震荡，后半月高

位回落。

现货方面：3月PE现货市场走势整体可分为上半月及下半月两部

分来看，上半月PE现货三大品种延续了2月涨势，整体重心上移，进

入下半月，PE现货三大品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LLDPE受期货

市场影响较大，跌幅也最为明显，华东地区的LLDPE跌大于涨，3月跌

幅在3.33%，华东地区的LDPE及HDPE涨大于跌，3月整体有小幅度上涨。

PP现货市场走势下跌为主，截止4月1日，国内生产商、贸易商T30S(拉

丝)主流报盘价格在8983.33元/吨左右，较月初均价水平有4.94%的跌

幅，同比去年同期有37.15%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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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面分析

1. 宏观

4月1日欧佩克放松限产，计划在5月、6月和7月分别将石油日产

量提高35万桶、35万桶和44.1万桶，另外沙特阿拉伯将逐步取消自1

月以来自愿减产的100万桶/日，5月减少25万桶/日，6月减少35万桶/

日，7月减少40万桶/日。相当于在7月底之前逐步增产约210万桶/日，

欧佩克总产量从目前2480万桶/日附近恢复至2700万桶/日。

美国能源企业连续三周增加石油和天然气钻井，石油活跃钻机数

量增长为 2020 年 1 月以来最大，美国油服公司 Baker Hughes 数据显

示，截至 4 月 1 日当周，美国活跃石油和天然气钻机数增加 13 座

至 430 座，为去年 4 月以来最高水准。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3 月 26 日当周，美

国原油库存量周环比下降 88 万桶至 5.02 亿桶，原油库存比去年同

期高 7%，库欣地区原 油库存 4705.7 万桶，增加 78.2 万桶，炼厂

加工总量平均每天 1494.1 万桶，比前一周增加 55.2 万桶/日，炼油

厂开工率 83.9%，比前一周增加 2.3%。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短期能源展望报告称，2021年全球

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为 550万桶/日，此前预计为 532万桶/日；2022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为 365 万桶/日，此前预计为 383 万桶/日。

此外，预计 2021年 WTI原油价格为 58.89美元/桶，此前预期为



            2021年 4月                      月报

3

57.24美元/桶；预计 2021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为 62.28美元/桶，此

前预期为 60.67美元/桶。预计 2022年 WTI原油价格为 56.74美元/

桶，此前预期为 54.75美元/桶；预计 2022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为

60.49美元/桶，此前预期为 58.51美元/桶。

4月6日，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在奥地

利维也纳举行，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市场有观点认为，虽然多国

会谈召开意味着伊核协议谈判再度重新，但伊朗石油重返市场的时间

表依然没有提前，7月份之前美国解除对伊朗贸易制裁的可能性依然

较低。

被称之为“欧亚大动脉”的苏伊士运河再度发生堵船事件，4月6

日晚7点，有客户被告知苏伊士运河北向交通出现临时堵塞，运河中

一艘油轮似乎遇到了麻烦， 3月23日搁浅并造成苏伊士运河大塞船的

长赐号货轮仍停留在苏伊士运河内接受事故调查，而苏伊士运河管理

当局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酝酿扩大南部，近期，苏伊

士运河频频出现事故，每塞一小时就要损失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6

亿元）的事故频出，影响敏感的油市。

随着美债收益率走高，新兴市场近期出现了数十亿美元的资本外

流，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根据国际银行研究机构国际金融研究所汇

编的数据显示，发展中的国家3月份的资本外流为51.6亿美元。虽然

资金外流规模不大，但这是美国推出1.9万亿美元经济支持计划以来

新兴市场首次出现资金外流，该计划大幅提升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



            2021年 4月                      月报

4

的预期，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增长6.5%，虽然美国的高速

增长基本上对全球经济有利，但也给一些经济较弱的国家带来了压力。

图 1： LLDPE 基差

数据来源：民生期货、WIND
图 2：202１年原油与 PP 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民生期货、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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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给 

1-2 月 PE 累计同比增速 18.52%，三四月份国产量预计达到 197.4

 万吨、195 万吨；1-2 月 PP 累计同比增速 16.35%，三四月份粉粒国

产量预计达到 275 万吨、270 万吨。

3 月 PE 与 PP 检修力度环比有所加大，据估测，3 月 PE 停车

检修损失产量 6 万吨左右，PP 损失量 19 万吨左右，分别较 2 月增加

约 1.3 万吨和 9.3 万吨。4 月计划内检修将继续增加，预计损失产

量也有进一步增长。

3 月 PE 线性生产显著回升至相对高位，PP 拉丝排产比例波动幅

度较大。卓创数据显示，截止 3 月 26 日，LLDPE 排产比例为 

42.6%，较 2 月底提高 8.78 %，PP 拉丝排产比例为 33.35%，较 2 月底

提升 0.43 %，LLDPE 排产比例处于同期高位，PP 标品排产比例处于

偏低水平。

4 月新装置带来实际产品增量：龙油石化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均已出合格品，东明石化年产能 20 万吨的 PP 装置也已出产品，4 月，

连云港石化与龙油石化合计 80 万吨/年的 PE 装置计划投产，中韩石

化、东华能源、青岛金能以及天津石化合计 175 万吨/年的 PP 装置

计划开车。5-6 月 PE 与 PP 分别有年产能超过 200 万吨和 150 万

吨的装置计划投产。后期国内聚烯烃新产能释放压力将逐渐加大。

图 3：　LLDPE 月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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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民生期货、WIND

图 4：LLDPE 进口量

数据来源：民生期货、WIND

图 5：PP 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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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民生期货、WIND

进口：1-2 月 PE 总进口量 256.29 万吨，同比增加 8.37%，PP 

进口量 80.02 万吨，同比增加 2.04%， 2 月美国多家石化企业减停

产，国内出口利润窗口打开，3 月底，外盘价格依旧坚挺，国内进口

利润持续关闭，预计 3-4 月国内净进口量依旧偏低。

加上 2020 年推迟的产能，2021 年海外聚乙烯生产装置或扩能

合计 473 万吨，聚丙烯生产装置或扩能计 349.5 万吨，阿曼石化部

分装置已于 2021 年 1 季度顺利投产， 韩国 SK 旗下 40 万吨聚

丙烯新增装置已于 2021 年 3 月中旬开启生产，目前已部分接受海

外远期订单，主要订单流向以北美地区为主，对我国货源 4 月中下

旬陆续开启销售。 在阿曼石化及韩国 SK 顺利完成后，其他海外新增

装置多于下半年甚至四季度附近投产。

库存： 3 月 末，PE 和 PP 石化库存分别为 37.5 和 32.5 万吨，分

别较 2 月底减少 0.5 万吨和增加 0.1 万吨；PE 港口库存 35.2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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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月底增加 1.75 万吨；PP 港口库存 1.4 万吨，较 2月底增加 

0.07 万吨，聚烯烃库存压力不高，下游对高价原料抵触情绪较浓，

石化库存消化速度较慢。

图 6：两油石化库存

数据来源：民生期货、WIND

利润：3 月末华北外采丙烯制 PP 成本 8850 元/吨，华东外采

丙烯制 PP 成本在 8700 元/吨。目前 PP 粉聚合利 润 150，PP 粒

与 PP 粉下方均面临丙烯单体高成本支撑，粉料主要应用于编织袋、

丙纶丝等领域，与普通 PP 拉丝颗粒存在实质上的替代关系。

3. 需求

 PE 下游：3 月末全国农膜整体开机率在 40%左右，地膜生产旺

季，企业新增订单减少，随日常正常生产，企业订单积累减少，开工

维持平稳，棚膜需求清淡，订单跟进不足，部分中大企业开工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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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厂停产或阶段性开工。

3 月末国内 BOPP 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62.06%左右， BOPP 成交

延续清淡，新单成交乏力，膜企交付前单为主，部分企业已有一定的

现货库存。

塑编行业开工率维持在 60.56%，整体开工维持正常状态，山东

地区塑编开工无明显变化，整体订单有所好转，江浙一带塑编企业整

体开工基本正常，原料价格持续走跌，塑编价格小幅提升，塑编企业

利润表现尚可，当地开工平稳运行。

2021 年  1-2 月份汽车制品累计产量  385.5 万辆，同比增长  

89.9%，为 20 年来同期的最高增速。2021 年 1-2 月份家电累计产

量同样大幅增长，20 年来同期最高增速，其中家用电冰箱产量  

1210.7 万台，同比增长 83%，空调产量 2940.4 万台，同比增长 

70.8%，洗衣机产量 1313.5 万台，同比增长 68.2%。

图 7：塑料月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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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民生期货、WIND

   

三、 聚烯烃的技术分析 

在 2 月爆发性上涨后，3 月聚烯烃高位横盘震荡下落回调的整理

行情，4月LLDPE2105，PP2105进入交割月前的移仓换月期，LLDPE2109，

PP2109 进入资金涌入建仓集中期。05 合约价格与现货企业交割意向

紧密相连，更多受到实体企业核心利益与现货价格影响。09 合约已

经处在高位，在向年度前高１０００0 元/吨趋动的力量更多借助于

原油价格波动的高度，高位做多风险加大。

图 8： LLDPE2109 合约日线图

数据来源：民生期货、博易云

图 9：PP2105 合约日线图

　　　　　　　　　　　　　　　　　　　　　　　　　数据来源：民生期货、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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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情展望

传统“金三银四”的预期旺季，外围市场供应增加，国内投产计

划集中，若新产能顺利释放，远月合约压力相对较大。

国际原油金融导向的力量在增强。洲际交易所公布 2021年 3月

和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布伦特原油日均交易量较去年第四季度上涨

40%，第一季度日均交易量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 30%，与 2020年 12

月 31日相比，未平仓总持仓量增长 4%，同比增长 10%。

中东局势、伊朗原油、交通运输、美元指数、疫情等多空因素博

弈，国际原油在高位酝酿突破力量。

5 月合约交割月前，移仓换月之季，操作上，建议多观望，

L2109/PP2109 可关注后期反弹高位试空机会。

风险提示：汇率因素  原油价格受到事件性驱动  地缘政治冲突  

疫情形势

                                                                

民生期货有限公司投资咨询部

晁晓云  高级研究员

E-mail：chaoxiaoyun@msqh.com 

从业证书号：F0211070

投资咨询号：T0002864

mailto:chaoxiaoyun@msqh.com


            2021年 4月                      月报

12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民生期货有限公司根据国际和行业通行的准则，以合法渠道获得这些信息，

尽可能保证可靠、准确和完整，但并不保证报告所述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

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期货

或其它金融工具的邀请或保证。客户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所载的内容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

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无论是否已经明示或者暗示。民生

期货有限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正和修订有关信息，但不保证及时发布。对于本报告所提供信

息所导致的任何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投资盈亏后果，民生期货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

告的著作权属民生期货有限公司，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发布，如引用、转载、刊发，须注明出处为民生期货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