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6

聚烯烃周报

化工系列

国元期货研究咨询部

节前聚烯烃反弹空间戒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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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周聚烯烃市场运行的主要逻辑
图表 1 下周市场预测

方向

市场主要逻辑

多头主要逻辑

聚烯烃装置开工率持续走低，石化库存延续下滑，港口库存
也出现降温，3 月份塑料出口数据较好。

空头主要逻辑

PP 新装置投产在即，农膜装置开工率大幅下挫，塑料线性
和 PP 拉丝的排产比例走高，3 月份的进口量也出现大幅上
涨。

操作建议

塑料 8000 区参不反弹、PP8300 区参不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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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市的关注点
1、4 月 28 日，OPEC+部长级会议将讨论原油供应，关注原油市场走势对聚烯烃
价格的影响。
2、4 月 29 日，美联储利率决议货币政策，关注对大宗商品的影响。
3、截止 3 月份，国内塑料制品出口金额达到 438.94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20.1%；
家用电器出口 28492 万台，较去年同期上涨 35.1%。
4、2021 年 3 月份 PE 进口量 165.54 万吨，较去年同期上涨 10.92%；其中 LDPE
进口量为 36.98 万吨，较去年同期上涨 24.3%；HDPE 进口量为 68.96 万吨，较去年
同期下滑 10.57%；LLDPE 进口量为 59.60 万吨，较去年同期上涨 40.6%。
2021 年 3 月 PP 粒进口总量 47.42 万吨，环比上涨 64.88%，同比上涨 17.76%；
出口总量 25.71 万吨，环比上涨 468.81%，同比上涨 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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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产业链图表
图表 2 塑料价格走势图（元/吨）

图表 3 PP 价格走势图（元/吨）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4 塑料开工率和线性占比（%）

图表 5 PP 开工率和拉丝占比（%）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6 聚烯烃石化库存图（万吨）

图表 7 聚烯烃港口库存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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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8 塑料下游开工率图（%）

图表 9PP 下游开工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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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聚烯烃成本图（元/吨）
品种

上周

本周

周涨跌

周涨跌幅（%）

油制线性成本

6266

6026

-21

-3.83

煤制线性成本

6862

7428

566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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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制 PP 粒料成本

6406

6166

-240

-3.75

煤制 PP 粒料成本

6558

6966

408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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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塑料基差图 （元/吨）

图 12PP 基差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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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塑料主力合约价差图 （元/吨）

图 14PP 主力合约价差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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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
丌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丌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
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88-218
国元期货总部

合肥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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