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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工每日观察——内需刺激期望不过多，仍以反弹空  

核心观点  

品种 逻辑 展望 操作建议 

PTA 

昨日化工受制造业 PMI 超预期叠加本周一暴跌后的反弹，

PTA 加工费超过 700 块，但现货成交氛围一般，聚酯买盘

为主，3 月主港主流基差在 05 贴水 90-95， 3 月货源成交

价格在 3260-3325 元/吨，个别在 3250 偏下水平成交。4 月

中上货源成交在 05 贴水 75-80。主港货源现货基差 2005-

90。贸易商出货，聚酯工厂和贸易商买盘。PTA 开工率大

幅提升至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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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空 日内逢高空 

EG 

昨日乙二醇尾盘现货追涨大几十，主要受到盘面反弹守住

高位的博弈心里影响，抄底情绪小有持续。聚酯产销 100%，

乙二醇现货重心抬升，基差以走弱回稳收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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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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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内需增长乏力，产业矛盾无解，

建议回归到日内博短空操作。 

 

偏空 日内逢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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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2 80 8 基差 -212 -25 -108 

华东现货 3130 55 -100 PX 开工 84.38%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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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收盘价 25.92 3.98 -1.63 PTA 开工 91.46% 12.53% 21.52% 

PX CFR 台湾 452 -15 -38 聚酯开工 81.75% 0.00% 2.21% 

PTA/Brent 281.17  -17.64  12.00  江浙织机开工 56.10% -4.00% -12.50% 

PX-石脑油 709.56  -6.85 -24.975 长丝产销 110  55  60  

5-9 价差 -120 10 -386 短纤产销 60  15  25  

PTA 加工费 709.56  136.70  97.50  切片产销 44  0  0  

仓单 142823 2541 3521 TA-EG 221 -106 249 

乙二醇 

指标 数值 日变化 周变化 指标 数值 日变化 周变化 

2005 收盘价 3121 186 -241 基差 -46 14 -14 

MEG 现货 3075 200 -255 5-9 价差 -190 17 -478 

华东港口库存 106.2 1.2 5.91 EO/EG 现货 3525 -200 -145 

EG 整体开工 67.98% -1.16% -3.23% MEG 仓单 0 -20 -20 

EG 煤制开工 60.97% -3.28% -3.48% POY 利润 -56.27  -264.03  -479.08  

聚酯开工 81.75% 0.00% 2.21% 切片利润 243.73  -164.03  -204.08  

盛泽坯布库存 40.5 0 0.5 瓶片利润 768.73  -114.03  -4.07  

江浙织机开工 56.1% -4.0% -12.5% 棉花-涤短 5600 -16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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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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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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TA工厂开工率变化 图 6. PTA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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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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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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瓶片利润 图 12. 切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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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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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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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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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