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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进口来看，2017年进口量继续走高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特别是2017年下半年国外新增产

能将会出现集中投产的情况，届时大量的进口货物将会对我国港口价格产生冲击。 

 

 成本支撑在2017年将会得到延续。煤炭价格仍会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而原油在经历了近三

年的熊市之后，2017年或将迎来其转折之年，油价重心将会逐步抬升。 

 

 总体来看，目前甲醇价格已经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随着烯烃装置的不断投产，再加上

内地甲醇流入港口市场依然困难重重，港口供需关系明显偏紧，但是甲醇制烯烃装置的盈

利性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投资者持续关注，总体来看2017年甲醇价格仍将呈现出

易涨难跌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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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甲醇的供应 

11..11..  2017 年库存有望继续下降 

截止 12 月初，港口总库存为 60.93 万吨，其中华东地区库存为 38.5 万吨；华南甲醇港口总库存

为 12.15 万吨。相比 9 月份的最高峰下降幅度十分明显。 

图1.1.1: 甲醇港口库存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回顾 2016 年甲醇库存的变化，前三季度处于“垒库存”阶段，由年初的 46 万吨增加至 9 月中旬

的峰值 101 万吨，幅度高达 120%。10 月份以后，甲醇港口库存量持续下降，尤其是华东地区的港口

库存目前已降至 40 万吨以下，较年内高点已下降超过 20 万吨。目前来看，近两个月以来，甲醇进口

到港量均较此前偏低，因此甲醇港口库存也下降明显。2017 年随着港口两套外采大型烯烃装置投产，

港口库存下降速度或将加快，长期库存下降预期或对甲醇期价形成支撑。  

 

11..22..  进口量大幅增加 

2016 年 1-10 月甲醇总进口量 736.32 万吨，同比去年增加 282.13 万吨，增幅达到了 62.12%。我

国甲醇月度进口量从以往的平均 40 万—50 万吨突增至最高 90 万吨左右。 

因成本优势，国际甲醇主要生产地集中于天然气丰富及成本相对较低的中东及东南亚一带，从

2011-2015 年中国甲醇按产销国排名来看，主要集中于伊朗、沙特、阿曼以及卡塔尔一带。但我们可

以明显发现大量美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等美洲货物已经开始占据中国市场的份额。由于

美国市场近两年产能增加明显，年增幅均在 100%以上，而反观区内需求量则近乎零增长，这也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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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市场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挤出效应下，部分美洲货物转而销往中国市场。2016 年 5 月我国从美

国进口量达到 10 万吨，6 月和 7 月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口甲醇分别为 14.85 万吨和 9.6 万吨，单月

进口量直逼进口量排名第二的沙特。2016 年 1—10 月从美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口甲醇总量分别

为 24.2 万吨和 54.4 万吨，而 2015 年全年从美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口甲醇总量只有 0.02 万吨和

0.05 万吨。 

尽管从10月份起进口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甲醇装置故障造成FOB短期价格抬升，

伴随着美国国内装置的恢复重启以及国内港口烯烃装置的上马,进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图1.2.1: 甲醇进口依赖度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第2章 甲醇的需求 

22..11..  港口两套大型烯烃装置即将上马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催生了甲醇消费的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甲醇消费中心，主要原因就

是近两年甲醇制烯烃装置大量上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煤炭代替原油消费的模式。 从下游需求

分布来看，甲醇制烯烃产能的需求量独占榜首，预计 2016 年约占中需求量的 47%。由于传统下游需

求萎缩，开工率常年维持在中低位水平，对甲醇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弱，如甲醛、二甲醚等产品多跟随

甲醇涨跌，需求变动较不明显；甲醇制烯烃由于巨大的采购量优势，需求变动对甲醇整体的供需平衡

影响较大。纵观后市，甲醇制烯烃装置仍会不断投产，甲醇需求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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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下游需求占比分配                                                   

 
 

资料来源：华瑞资讯 南华研究 

预计 2017 年共有 4 套甲醇制烯烃装置上马，其中 3 套需要外采甲醇。目前已经基本确定的将是

2017 年一季度常州富德和江苏盛虹的 MTO 将会投产（其中江苏盛虹烯烃产能 83.3 万吨，常州富德

33 万吨，全部外采，累积甲醇需求达到 350 万吨）。作为港口地区即将投产的两套烯烃装置，因其并

未配套甲醇装置，故而其消耗甲醇均以外采为主，其消耗量与目前浙江兴兴和宁波富德两套烯烃装置

所需要的甲醇量相差无几，这也将极大的提高港口甲醇的需求。  

 

表 2.1.1：2017 年投产甲醇制烯烃装置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22..22..  甲醇制烯烃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目前甲醇的主要下游为甲醇制烯烃，几乎已经占据了甲醇总需求量的半壁江山，而甲醇制烯烃的

主要产品为 PP、PE 以及其他精细化工产品。 

企业名称 
烯烃产能 

（万吨/年） 

配套甲醇产能 

（万吨/年） 
烯烃工艺 

1 常州富德 33 0 MTO 

2 江苏盛虹 83.3 0 MTO 

3 吉林康奈尔 30 0 MTO 

4 甘肃华亭 20 60 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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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持续发力的情况下，甲醇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甲醇制烯烃项目的盈利性变得不容乐观。

2016 年以来甲醇价格屡创新高，从而挤压了项目的利润空间，当甲醇原料成本为 2500 元/吨时，每

吨烯烃成本大约在 8000 元/吨左右。而目前来看，中国 CFR 丙烯价格 901 美元/吨，东北亚 CFR 乙烯

价格在 1145 美元/吨左右。目前来看，甲醇制丙烯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亏损，甲醇制烯烃装置频频

降负荷，开工负荷已经下降至 75%左右。因此，伴随着价格不断走高，甲醇制烯烃的盈利空间必将受

到挤压，一旦其持续在亏损通道，甲醇外采量能否延续值得关注。 

图2.2.1: 丙烯价格                        单位:元/吨 图2.2.2: 乙烯价格                        单位: 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第3章 . 成本支撑将会延续 

我国甲醇生产主要采用的是煤制甲醇工艺，占比达到 65%左右。2016 年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在

成本端带给了甲醇巨大的支持，预计 2017 年成本端的支撑有望延续。 

从煤炭供应端来看，我们认为随着煤矿生产工作日的放松以及 2016 年末先进产能的释放， 2017

年煤炭产量降幅将会同比减少，甚至不排除出现正增长的情况。受到 2016 年煤价波动过于剧烈的影

响，未来煤炭生产(276 制度、产能退出)、库存、销售(中长期合同) 都将受到一定行政约束，煤炭行

业将进入全环节调控时代，煤价波动幅度也将趋于缓和。尽管供应端将会比 2016 年略显宽松，但由

于 2016 年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库存，2017 年行业整体仍会处于低库存的状态，再加上国家去产能的

基调并没有改变，由此决定了煤价并不会大幅度跳水。展望 2017 年煤炭价格走势，无论是从市场因

素还是行政的约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煤炭市场价格将会出现理性回归，但仍会维持在一个相对高

位。我们认为 2017 年动力煤均价将会在 500-600 之间，煤价相对低点将会出现在二季度。 

国内烯烃大规模投产之前，甲醇与原油的相关性主要是通过甲醇下游产品中二甲醚、MTBE 和一

些调油的组分来体现，由于它们消费占甲醇的比例在 20%左右，相对偏小，故而联动性较低。在国内

烯烃装置大规模投产之后，烯烃迅速取代了甲醛成为甲醇第一大下游产业。甲醇与原油的联动性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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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原油作为化工产品的风向标，是影响甲醇价格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原油在经历了近三年的熊市之后，2017 年或将迎来其转折之年。欧佩克和部分非欧佩克国家的联

合限产使得原油市场供给端在 2017 年有扩张转变为收缩，而短期美国页岩油产量难以恢复到鼎盛时

水平，在需求保持平稳的预期下，油价重心将会逐步抬升。 

图3.1.1: 原油价格                      单位:美元/桶 图3.1.2: 煤炭价格                        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第4章 . 易涨难跌 

目前甲醇是区域割裂的局面，内地与港口甲醇定价体系相对独立。华东港口地区是期货定价基准

地，进口和烯烃的需求决定了期货的价格。2017 年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常州富德和江苏盛虹的 MTO 项

目的投产，届时华东港口地区甲醇新增需求将达到 350 万吨。而从进口来看，2017 年进口量继续走

高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特别是 2017 年下半年国外新增产能将会出现集中投产的情况，届时大量的进

口货物将会对我国港口价格产生冲击。 

总体来看，目前甲醇价格已经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随着烯烃装置的不断投产，再加上内地甲醇

流入港口市场依然困难重重，港口供需关系明显偏紧，但是甲醇制烯烃装置的盈利性仍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需要投资者持续关注，总体来看 2017 年甲醇价格仍将呈现出易涨难跌的态势。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9 

2017商品年报   

 

 
萧山营业部 
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 438 号东南科技研发中心 2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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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申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尽管我们相信报告中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但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

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我公司所做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的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报告中的信息和所表达的意见和建

议以及所载的数据、工具及材料均不能作为您所进行期货买卖的绝对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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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与南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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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华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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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只是反映南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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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经南华期货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内容不得以任何范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或复印本予以任何其他人，或投入商

业使用。如遵循原文本意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南华期货公司”，并保留我公司的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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