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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多因素： 

1、元旦累库不明显，产业链整体低库存； 

2、废料进口一刀切激励市场多头氛围。 

3、上游原油价格维持强势，提振化工品； 

4、地膜开工上升。 

 

利空因素： 

1、进口货源较为充裕，价格拉涨乏力； 

2、棚膜需求继续做减法，导致农膜整体开工略微下滑。 

 

总的来看：1月装置检修较少，加之本周预计部分中东和远洋资源集中到港，市
场供应延续充足；需求方面，地膜开工逐步提高，但其他品种需求较淡，下游
追涨意向不强。但受到废料进口刺激需求及原油走强影响，短期预计高位震荡
为主；期货方面，LL1805主力合约高位震荡，KDJ有死叉迹象，短期上方测试
10000-10200附近压力，下方考验9800附近支撑。 

 

操作建议：观望。 

PE利空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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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多因素： 

1、石化稳定低库存，部分存在挺价意愿； 

2、甲醇大幅拉涨对PP价格形成一定支撑。 

 

利空因素： 

1、需求跟进有限，高价出货乏力； 

2、进口增多； 

3、社会库存累积较为明显。 

 

总的来看：石化低库存整体压力不大，但随着期价走高，部分现货商套保入市
，社会库存有走高继续，另外，近期大唐多伦二线开车，但由于季节运输的原
因，煤化工货源短期内不会冲击市场，市场货源供应量略有偏紧；需求方面，
下游开工较前期变化不大，高价出货略显乏力。期货上看，PP1805冲高突破前
期震荡区间，但超买现象较为严重，暂时宜观望为主。 

 

操作建议：观望。 

PP利空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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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格和期现价差 

上周PE现货市场价格上涨后高位震荡。
假期归来期货走强，提振市场交投气氛，
加之石化企业纷纷上调出厂价，现货市
场受利好支撑，拉涨意向较强；但终端
工厂补仓积极性不高，对原料采购有限，
临近周末原料价格整理为主。截至1/5，
LLDPE主流价格在9800-10050元元/吨，
环比上涨 100-150元 /吨。华东地区
LLDPE（膜级）价格在9850-9950元/吨，
华北地区LLDPE价格在9800-9900元/吨，
华南地区LLDPE价格在9950-10050/吨。 

期货盘面上，LL主力合约区间内周中
大幅拉升。截止1月5日，期货价格为
9975元/吨，周环比+175元/吨，目前
LL1805期现价差升水扩大至75元/吨
（+25元/吨）。 

PE市场回顾 



PE 

成本利润 

油制、煤制利润较高；但随
着近期甲醇价格的暴涨，多
套MTO甲醇制烯烃利润出现
亏损，目前已经降负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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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供给—产量&开工情况 

2017年 11月国内 PE产量约
131.43万吨，环比10月减少
1.53%，同比增加4.98%。目前
累计总产量为1414.48万吨，
其中LLDPE产量60.57万吨，
LDPE产量22.86万吨，HDPE产
量48万吨。 

目前，PE总产能1697.8万吨，
开工率92.6%（-0.3%）。在
产线性产能615.5万吨，开工
率 92.33% 。 低 压 开 工 率
94.24%，高压开工率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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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供给—近期检修及新增投产 

上周石化装置停车变化不大，
检修涉及年产能34万吨，损失
产量在0.65万吨。 

近期检修装置变动情况（单位：万吨/年） 

总体来看2018年产能延续扩张
态势，多集中在上半年。12月
开车的宁异煤装置产品已经流
入市场，带来一定的LL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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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供给—进口 

进口方面，国内线性价格大幅
拉涨，套利窗口打开。截止1月
5日，LL进口利润为339.09元/
吨（环比+203.11元/吨），目
前已经高于-200～200元/吨的
中性区间，关注后期进口货增
加情况。 

2017年11月PE总进口107.33万
吨，环比增加9.3%，同比增加
19.3% 。 2017 年 累 计 进 口
1071.7万吨，同比增加20.57%。
其中，LLDPE进口27.26万吨，
环比增加 8.18%，同比增加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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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5日，石化库存59万吨，
环比-9万吨。 

截止1月5日，PE社会库存总量
有所增加，降幅在5.4%，同比
高了11%。石化库存下降，部分
大型贸易商库存量增加。 

PE 

库存—石化&社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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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需求—下游需求 

PE下游开工均有小幅下降。截止
1/5，包装膜（占60-65%）开工率
为59%（-1%），高于去年同期53%
水平；农膜厂（占16%）开工率为
51%（-1%），与去年同期持平。 

 
 
 
其中，地膜开工自元旦后逐步启动，
但棚膜开工降幅较大，农膜开工整
体重心小幅下移，本周伴随地膜开
工拉升步伐加快，农膜开工或有小
涨可能；管材行业开工继续受天气
降温诸多项目停工影响，开工继续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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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PE出口1.88万吨，
环比增加13.94%，同比减少
51.8%。全年累计出口22.99
万吨，同比减少17.3%。 

PE 

需求—出口情况 

LL新料价格高位震荡，带动新
料-再生料价差略微扩大。截止
1/5， LL-LDPE再生料价差为
2014元/吨（+12元/吨），LL-
HDPE再生料价差至2446元/吨
（+0元/吨）。但今年受环保限
制影响，再生料部分需求由新
料替代，且这部分替代不可逆。 

数据来源:Wind资讯

LLDPE出口情况

出口平均单价:线型低密度聚乙烯(LLDPE):当月值(右轴) 出口数量:线型低密度聚乙烯(LLDPE):当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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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PE市场低压进口到货，
供应增加，价格小幅下调，
线性价格变化不大，高压小
幅回升。截至2018年1月5日，
余姚地区，LDPE（2426H）价
格 为 10150 元 / 吨 ； HDPE
（5000S）价格为11600元/吨；
LLDPE（7042）价格为9900元
/吨。LD-LL价差为275元/吨
（+0）；HD-LL价差缩小到
1700元/吨（-150）。 

PE 

价差结构—品种间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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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格和期现价差 

上周国内PP现货市场价格小幅上涨。元
旦小长假归来，石化企业整体上调出厂
价格，来自成本面的支撑加强。加之期
货持续上涨，提振业者信心，贸易商报
价随之试探跟涨；下游工厂延续按单采
购，实盘放量有限，高价位成交乏力。
截止1月5日，余姚市场拉丝主流报价在
9400-9500元/吨，北京市场拉丝主流报
价9200-9400元/吨，广州市场拉丝主流
报价在9500-9700元/吨；环比上涨50-
150元/吨不等。 

PP市场回顾 

上周PP期货拉涨后高位震荡，截止1月
5日，期货价格收9508元/吨，较前期
上涨223元/吨，目前PP1805期现价价
差升水108元/吨（+48元/吨）。 

 
 



外购甲醇制大幅亏损，部分出
现降负荷，但总体对于供应量
影响有限；煤制油制利润十分
可观。 

PP 

成本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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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供给—产量&开工情况 

PP装置开工略有提升。截止1
月5日，PP总产能2158万吨，
其中在产产能1978.5万吨，开
工率为91.66%（环比+0.4%）。 

2017 年 12 月 国 内 PP 产 量 约
177.99万吨，环比11月份增加
4.79%，同比增加10.95%。2017
年1-12月份国内PP累积产量约
1979万吨，环比增加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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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供给—检修及新增投产 

上周国内PP装置检修损失量约 
3.87万吨，较前期基本持平。
周内石化装置运行稳定，没有
新增检修装置，也没有前期停
车装置恢复开车。 
 
 
 
 
 
下半年新增产能投放较年初有
较大变化，受环保影响PP多套
煤制烯烃装置延迟至2018年之
后投产，关注宁煤已于12月初
出产品，当月产量影响有限。 

PP停车及检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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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供给—进口 

进口利润持续亏损。截止1
月 5日， PP进口利润为 -
251.55元 /吨（ +67.55元 /
吨）。 

2017 年 11 月 均 聚 PP 进 口 约
30.61万吨，环比增加24.39%，
同比增加5.48%。今年累计进
口289.61万吨，同比去年增加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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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库存—石化&社会库存 

上周国内PP社会库存+22.74%，
其中石化库存较环比+3.36%左右，
中间商库存+19.38%。元旦期间
石化库存小幅累积，但节后期货
大幅上涨，贸易商拿货积极性较
高。 

PP社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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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需求—下游需求 

上周PP下游企业开工与前期持平，截止1/5，
编织品负荷63%（+0%），低于去年同期68%
水平；BOPP负荷持平在61%（+0%），与去年

同期持平；注塑制品负荷49%（+0%），远低
于去年同期61%。 
下游企业新订单增长乏力，塑编和注塑厂家
开工不温不火，原料采购基本维持刚需采购。
随着“气荒” 逐步缓解，加之膜厂订单相
对稳定，厂家开工积极性有所提高，但制品
库存消化偏慢制约整体开工率，BOPP 开工
率水平依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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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国内聚丙烯出口
量约为2.13万吨，环比增加
51.58%，同比增加19.01%。
今年累计出口27.68万吨，同
比增加23.63%。 

PP 

需求—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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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需求—替代需求 

上周新料价格连续走高，新料
-再生料价差有所扩大。截止1
月5日，新料-回料价差为845
元/吨，环比扩大65元/吨。 

丙烯价格上涨，粒料价格同期
维持高位震荡。截止1月5日，
粒料-粉料价差为420元/吨，
环比扩大 30元 /吨，略高于
200-400元/吨的正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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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PP 

价差结构—LL-PP价差 

上周，浙江地区LLDPE现货与PP
现货市 场价 价差 基 本维 持
475~525元/吨不变，价差区间
较前期收窄了0~25元/吨。截至
1月5日，二者现货价差略缩小
至500元/吨（-25元/吨）。 
 
 
 
 
期货盘面上，LL、PP主力合约
周中拉升，价差区间持续缩小
至462~485元/吨，价差重心缩
小了2~35元/吨左右，截止1月5
日LL-PP期货价差收于467元/吨
（-48元/吨）。 



LLDPE主力合约日K图 

从技术上看，LL1805主力合约高位震荡，KDJ有死叉迹象，短期上方测试10000-
10200附近压力，下方考验9800附近支撑。 



PP主力合约日K图 

从技术上看，PP1805冲高突破前期震荡区间，但超买现象较为严重，暂时宜观望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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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的资料，信达期货有限公司力求准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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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状况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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