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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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国际油价因为换月和 4 月 1 号是 OPEC 前期减产协议

失效、沙特开始增产的时间，当晚美原油库存连续十周增

长，国际油价再度探底。对 PTA 来说加工费近两日因为低

油价增至 700，因华彬、独山能源和中泰装置重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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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乙二醇期现小幅上涨，保住 3100 关口，但是海外疫情

对全球经济风险仍较大，且港口今日继续累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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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6 -66 -98 基差 -176 36 -77 

华东现货 3100 -30 -175 PX 开工 84.38% 0.00% 0.00% 

布伦特收盘价 25.92 3.1 -1.2 PTA 开工 92.54% 1.08% 22.60% 

PX CFR 台湾 449 -22 -41 聚酯开工 80.36% -1.39% -0.28% 

PTA/Brent 271.04  -32.85  -5.32  江浙织机开工 56.10% 0.00%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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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石脑油 691.32  4.125 7.625 长丝产销 65  -45  5  

5-9 价差 -126 -6 -374 短纤产销 55  -5  15  

PTA 加工费 691.32  83.50  43.13  切片产销 44  0  0  

仓单 142823 0 3091 TA-EG 163 -5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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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 -8 -199 基差 -58 -12 -11 

MEG 现货 3055 -20 -210 5-9 价差 -195 -5 -524 

华东港口库存 106.2 #N/A 5.91 EO/EG 现货 3545 20 210 

EG 整体开工 67.43% -0.55% -5.02% MEG 仓单 0 0 -20 

EG 煤制开工 55.76% -5.21% -11.14% POY 利润 -173.93  -117.65  -580.03  

聚酯开工 80.36% -1.39% -0.28% 切片利润 251.08  7.35  -105.03  

盛泽坯布库存 40.5 0 0 瓶片利润 701.08  -67.65  19.97  

江浙织机开工 56.1% 0.0% -12.5% 棉花-涤短 5850 250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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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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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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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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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