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商品研究|能源化工策略日报                  2020-03-31|新世纪期货研究院(投资咨询) 
 

能源化工每日观察——低价格遇悲观需求，抄底需谨慎  

核心观点  

品种 逻辑 展望 操作建议 

PTA 

目前海外疫情不确定性仍比较大，宏观风险因子没有解除。

由于疫情原因，人流、物流受限，市场对需求偏悲观情绪，

且真实需求堪忧，油价持续低迷，难有反弹，需要看到市

场活动恢复。因此对化工来说，作为商品里比较能够反应

经济需求的板块，走出困境较难。对 PTA 来说，下游织造

终端等企业外贸订单取消风险很大，内贸受疫情防控加之

民众心理担忧因素，亦持续萎缩。供应端低油价下生产企

业有利润，未来利润不可知情况下，减产力度不够。面临

供需双弱格局，绝对价格很低，盘面交易不稳定，多空都

面临随时反转的困境，但是看不到内需改善情况，谨慎抄

底。 

 

震荡 观望 

EG 

昨日乙二醇港口库存环比上周四减少 1 万吨，主要是货物

滞港的原因，环比上周一仍然是累库的，目前的库存问题

除了国内需求差以外，还有国外一些国家港口封锁当口，

部分货源进入中国渠道。乙二醇的现实矛盾就是和国内大

多数化工品一样的高库存+弱需求，终端织造及聚酯端的

库存增加，产销一般，市场抄底情绪被暴跌打击，底价似

乎无止境。根据乙二醇煤制成本考量，目前已有超百万吨

煤制装置检修，短期内不成为向上驱动力量，市场焦点更

多在于需求端，尽管 3000 以下的乙二醇已经极大伤害大部

分煤制企业，抄底仍需谨慎。 

 

偏空 观望 

数据中心 

PTA 

指标 数值 日变化 周变化 指标 数值 日变化 周变化 

2005 收盘价 3262 -166 -132 基差 -187 6 -68 

华东现货 3075 -160 -200 PX 开工 84.38% 0.00% 0.00% 

布伦特收盘价 26.45 1.82 0.83 PTA 开工 78.93% 2.68% 8.99% 

PX CFR 台湾 467 -25 -30 聚酯开工 81.75% 0.00% 2.21% 

PTA/Brent 265.75  -37.02  -23.23  江浙织机开工 60.10% -1.00% -8.50% 

PX-石脑油 572.86  -6.65 -13.275 长丝产销 55  -20  -5  

5-9 价差 -130 6 -394 短纤产销 45  -20  0  

PTA 加工费 572.86  -27.61  -31.12  切片产销 44  0  0  

仓单 140282 150 2186 TA-EG 327 61 407 

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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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数值 日变化 周变化 指标 数值 日变化 周变化 

2005 收盘价 2935 -227 -539 基差 -60 22 -21 

MEG 现货 2875 -205 -560 5-9 价差 -207 -7 -481 

华东港口库存 106.2 #N/A 5.91 EO/EG 现货 3725 205 -440 

EG 整体开工 69.14% -1.17% -2.07% MEG 仓单 20 0 0 

EG 煤制开工 64.25% -3.27% -0.20% POY 利润 207.75  205.47  -391.40  

聚酯开工 81.75% 0.00% 2.21% 切片利润 407.75  55.47  -91.40  

盛泽坯布库存 40.5 0 0.5 瓶片利润 882.75  155.47  183.60  

江浙织机开工 60.1% -1.0% -8.5% 棉花-涤短 5765 25 -10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卓创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表区 

PTA： 

图 1. PX石脑油裂解价差 图 2. PTA和 EG价差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 3. PTA现货加工费 图 4. PX开工率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 5. PTA工厂开工率变化 图 6. PTA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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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 7. PTA月度社会库存 图 8. PTA基差变化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 9. POY利润 图 10. 短纤利润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 11. 瓶片利润 图 12. 切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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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 13. POY库存 图 14. 短纤库存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 15. 坯布库存：盛泽 图 16. 聚酯综合开工率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新世纪期货 

 

EG： 

图 3. 乙二醇基差 图 4.乙二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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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 5. 乙二醇整体开工率 图 6. 煤制乙二醇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数据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期货 

图 7. 乙二醇华东港口库存 图 8. 江浙制造开工率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尽管我们相信报告中来源可靠性，但对这些息准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

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以及所载的数据、工具及材料并不构

成您所进行的期货交易买卖的绝对出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由于报

告在编写时融入了该分析师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以及分析方法，如与新世纪期货公司发布的其他信息有不

一致及有不同的结论，未免发生疑问，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新世纪期货公司的立场，所以请谨慎

参考。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另外，本报告所载信

息、意见及分析论断只是反映新世纪期货公司在本报告所载明的日期的判断，可随时修改，毋需提前通

知。 

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

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新世纪期货研究院（投资咨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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