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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热点

1、原油连续多个交易日下跌，带动化工板块回撤；
2、神华榆林和东莞巨正源等多套装置加入检修，涉及产能130万吨；
3、新增投产更新进度，辽阳石化出料成功；
4、东南亚受疫情影响，我国进出口的波动；
5、拉丝排产维持较低水平，低于拉丝需求占比；

本期观点

油价大幅回撤，需求疲软不变，部分原料价格依旧坚挺，PP预计
回撤后延续震荡行情，上方看至8550-8600，下方支撑8250-8300。
本周，受原油的影响，PP期货价格在高位震荡多日后下滑；后续，
装置检修可维持，新增装置暂未量产，供应压力不大；原油价格下
跌，但甲醇、动力煤、丙烯价格依旧坚挺，支撑犹在；需求维持淡
季特征，刚需采购为主，未来保持偏弱观点。

后市关注
1、原油价格的波动。对其它原料的价格和成本支撑的影响；
2、受全球疫情和极端天气影响下，进出口数量的变化；
3、宁夏宝丰能耗大幅增长被点名，后续需持续关注装置动态；
4、新装置投产对01合约影响的消化；

PP回顾



PP核心数据

价格

期货 09合约周五收于8416，01合约收于8251，本周期货高位震荡后下落

拉丝现货 华东拉丝报价8450-8550，均价8500，较上周下跌1.62%；华北拉丝均价8390（-10），华南拉丝均价8485（-5）

非标现货 低熔共聚华东报价8500-8700，价差100（+10）；华东均聚注塑报价8500-8600，价差50（-25）。

基差 本周，期货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现货价格受期货震荡行情影响有限，基差走强。

基本面

供给

①产量：7月PP产量为244.15万吨，较上月增加13.53万吨；8月检修集中，新增投产出量预计影响九月份，8月产量预计减少。
③检修：本周开工率为82.67%，较上周下降4.83%；周度检修损失9.13万吨，本周新增东莞巨正源、神华榆林游等多套装置检修，中
煤蒙大、海国龙游等恢复开车；下周，镇海炼化和石家庄炼厂计划检修，洛阳石化等恢复开车，周度损失预计不变。
④新增：8月预计3套装置投产，部分或推迟；古雷石化（35万吨），目前稳步投产。辽阳石化（30万吨），8月19日收到成功出料通
知。金能科技（30万吨），开车成功，部分产品已进入市场。

进出口
②进口：本周PP美金市场弱势运行，拉丝主流报盘价1110-1120美金，持平上周。进口成本在8893.73附近。7月进口量为41.86万吨
（ +3.23%），净进口量为35.04万吨（+10.14%）；海运费继续上涨，四季度，进口窗口预计延续关闭状态。
③出口：出口线1210.33美金；四季度出口窗口预计间接性打开，出口至东南亚和南美城市；7月出口量为6.82万吨（-21.93%），

需求
目前，下游仍处于淡季，部分下游需求略有恢复，整体仍保持刚需采购为主，较难形成向上驱动。BOPP开工率60%，新订单成交
有限，老订单多数至八月底，价格预计小幅调整；受疫情影响，纤维需求预计回升，目前没有需求修复的明显信号；均聚注塑需求
略有回升，其余下游维持较弱需求。后续需持续关注“金九银十”和疫情因素对需求恢复的影响。

库存
本周，PP两油石化库存较上周下降，煤化工库存上升，港口库存上升，贸易商库存下降。两油石化周内库存为76.5，72.5，71.5，
70.5，70，周内变化为+8.5，-4，-1，-1，-0.5，库存中性，周内压力有所降低，对价格有一定支撑。

成本

油制 Brent原油63.69（-10.69%），油制成本6666.84 煤制 动力煤845（0%），煤制成本9321.25

外购丙烯 山东丙烯7750（+0.32%），外购丙烯制PP成本8550.00 PDH 丙烷远东价格690（-2.95%），PDH成本8305.27

MTO
&MTP

华东甲醇市场价2700（+0.27%），MTO成本9300.00，MTP成本9057.50



盘面：基差·价差

日期 现货价 期货价 基差

2021-8-16 8535 8570 -35

2021-8-17 8565 8586 -21

2021-8-18 8565 8482（换月） 83

2021-8-19 8475 8271 204

2021-8-20 8475 8251 224

日期 09合约 01合约 9-1价差

2021-8-16 8570 8480 90

2021-8-17 8586 8489 97

2021-8-18 8556 8482 74

2021-8-19 8420 8271 149

2021-8-20 8416 8251 165

➢ 基差：本周，期货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现货价格
受期货震荡行情影响有限，基差走强。

➢ 价差：本周，月差逐渐扩大。新产能投产叠加宏观因
素对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价差扩大。



库存

➢ 库存：本周，PP两油石化库存较上周下降，煤化工库存上升，港口库存上升，贸易商库存下降。
两油石化周内库存为76.5，72.5，71.5，70.5，70，周内变化为+8.5，-4，-1，-1，-0.5，库存中性，周内压力有所降低，
对价格有一定支撑。



➢ 停车检修：
截至周四，本周产能损失量（包括降负
和检修）共计10.99万吨，较上周增加
3.06万吨，对价格有所支撑。
本周，东莞巨正源、大庆炼化、华北石
化、神华榆林，共计130万吨产能停车
检修；中煤蒙大、海国龙游等多套装置
恢复开车；在产企业部分负荷下降。
企业利润压缩，装置集中检修停车，预
计下周产能损失变化不大；同时，新增
产能释放需要时间，整体供应量变化不
大。

供应

石化名称 停车产能 停车原因 停车时间 开车时间

广州石化 一线14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18日 2021年8月2日

北海炼厂 20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23日 2021年8月5日

延长中煤榆林 二线30 停车检修 2021年6月29日 2021年8月6日

蒲城清洁能源 40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14日 2021年8月6日

久泰能源 32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16日 2021年8月10日

中煤蒙大 30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14日 2021年8月17日

海国龙油 二线35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16日 2021年8月19日

武汉石化 10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14日 待定

辽宁华锦 老线6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14日 待定

辽宁华锦 新线25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14日 待定

洛阳石化 新线14 停车检修 2021年7月28日 计划8月26日

齐鲁石化 7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2日 计划9月21日

中天合创 二线35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0日 本月无计划开车

东华能源（宁波） 一期4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0日 计划9月10日

东华能源（宁波） 二期一线4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1日 计划9月10日

东华能源（宁波） 二期二线4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3日 计划一个月

神华榆林 3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7日 计划20天

镇海炼化 3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22日 计划8月25日

石家庄炼厂 2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28日 计划10月29日

神华宁煤 一线2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日 2021年8月6日

延长中煤榆林 二期40 故障停车 2021年8月9日 2021年8月10日

独山子石化 新装置一线3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8日 2021年8月14日

延长延安能化 30 故障停车 2021年8月12日 2021年8月19日

利和知信 3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3日 2021年8月19日

海国龙游 一线2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0日 待定

中海壳牌 二期4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0日 预计8月22日

东莞巨正源 2号线30 临时停车 2021年8月16日 待定

东莞巨正源 1号线30 临时停车 2021年8月17日 待定

大庆炼化 新装置3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6日 预计9月1日

华北石化 10 停车检修 2021年8月17日 预计8月25日

停车中

8月检修

计划中

计划停车

计划外

停车中

停车后已重启

停车后已重启



供应

➢ 新增产能：
8月预计三套装置投产，产能共计105万吨，预计集中在本月中下旬产出合格品，压力释放集中在01合约。
古雷石化35万吨产能，目前稳步投产，开车推迟。
辽阳石化30万吨产能，8月19日收到成功出料的通知。
金能科技90万吨PDH-30万吨聚丙烯，部分产品已进入市场。

东明石化 混烷+炼油 20 2021年3月底 20210324开车成功

中韩石化（扩能） 油制PP 30 2021年3月26日 20210525开车成功

中石化天津 油制PP 20 2021年4月18日 20210418开车成功

PDH 40 2021年5月 20210506开车成功

PDH 40 2021年5月 20210602开车成功

重油加工 20 2021年2月 20210116开启20210122满负荷运行

重油加工 35 2021年2月 20210308开启20210317满负荷

辽阳石化 油制PP 30 2021年8月 8月19日开车成功产出PP

福建古雷石化 油制PP 35 2021年8月 稳步投产，开车推迟

金能科技 PDH 45 2021年8月 部分产品已进入市场

浙石化二期 油制PP 45 2021年9月

徐州海天大庆海鼎 外购丙烯 8 2021年9月

天津渤化 MTO 30 2021年4季度

鲁清石化 混烷裂解 35 2021年12月

433

年初投产计划

已投产

8月投产

投产日志

今年待投产

石化名称

宁波福基二期

大庆联谊（海国龙油化工）

工艺 产能

2021年新增产能

合计



成本端总览

2021/8/13 2021/8/20 环比 成本

油制
（Brent）

71.31 63.69 -10.69% 6666.84

煤制
（动力煤）

845 845 0 9321.25

PDH
（华南丙烷）

711 690 -2.95% 8305.27

外购丙烯
（山东丙烯）

7725 7750 +0.32% 8550.00

MTO/MTP
（华东甲醇）

2690 2700 +0.27% 9300.00/90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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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端：油制·煤制

• 油制：Brent周五报价63.69，较上周大幅下降10.69%，成本估算6666.84。本周，原油在供应、疫情、宏观等因素的
影响下破位下跌，后市预计维持弱势调整，原油端对成本支撑力度减弱。

• 煤制：动力煤周五报价845，持平上周；成本估算9321.25。动力煤受供应支撑偏强震荡，价格依旧坚挺。



成本端：PDH·外购丙烯

• 外购丙烯：丙烯周五报价7750，较上周上升25；成本估算8550。丙烯先抑后扬，前因油市下行成本端利空，后
因装置检修供应偏紧，价格较为坚挺。

• PDH：丙烷周五报价690，较上周下降21；成本估算8305.27。丙烷成本先涨后落，市场氛围尚可，局部调整。



• MTO/MTP：甲醇周五报价2700，较上周上涨10；甲醇价格坚挺，后续预计偏强，部分MTO和MTP企业出现亏损。

成本端：MTO·MTP



成本端：PP-3MA

图：PP-3MA指标



进出口：外盘价格

➢ 外盘价格：中国聚丙烯价格在全球相对低位，内外盘价差环比扩大。拉丝报价1110-1120美金，持平上周。
本周，全球聚丙烯价格小幅波动。中美价差继续走高，西北欧价格小幅上升，东南亚价格下调明显。



➢ 出口：
四季度，出口窗口预计间接性打开，当前出口成本为
1210.33美元。2021年7月出口量未6.82万吨。
2021年较之前年份出口大幅增加，出口窗口在3-4月大幅
打开，5-7月略有下降。4月-7月份出口数量为26.7，18.2，
8.7，6.82，相较2020同比增加245.1%，487.89%，565.69%，
172.27%，98.24%。七月出口国家主要集中于越南等东南
亚和南美洲。

出口



进口

➢ 进口：
2021年四季度，进口窗口预计继续维持关闭状态，目前进
口成本在8893.73。7月进口量41.86万吨。
2021上半年进口海外开工率受美国寒潮和疫情影响降低，
利润严重倒挂，进口窗口关闭；5月后逐渐恢复，但依旧
没有显著打开，上边际依旧与现货有较大差距。4-6月出口
量为35.27，34.19，40.56，41.86，同比-25.62%，-40.06%，-
50.25%，-35.21%。



进口

图：进口、净进口数量统计



上游：丙烯

➢ 丙烯：
本周，丙烯价格先抑后扬，油市下跌利空丙烯，装置检
修带动丙烯价格上涨，整体市场供需可控。
至周四，山东丙烯价格为7750，周均价7715元/吨，较上
周涨幅0.39%。
供应端，原油价格下跌，成本面造成利空影响；丙烷和
甲醇价格保持高位，PDH和甲醇制丙烯利润继续承压；
金能科技90万吨，部分产品已经投放市场；
需求端，丙烯下游各品种除粉料利润较好，开工良好；
市场观望情绪仍存生产企业稳价出货；短期价格预计平
稳运行。



替代品：PP粉

➢ PP粉料：
粉料价格偏弱整理，毛利现象倒挂；与粒料间价差较窄，低价粉料冲击粉料市场，上涨驱动较弱。
本周，山东粉料价格区间8170-8270，均价8276，较上周上涨0.22%。供应，部份装置停车恢复，粉料开工率为53.32%，较上
周增加0.12%。PP粉7月产量29.83万吨，相较6月上涨14.56%。原料，原料丙烯价格稳中偏强，对粉料的价格有较强的支撑，
毛利均值在16元/吨，较上周减少32。价差，粉料粒料价差均值在28元/吨，周内低价粒料价格对高价粉料压制作用明显。



下游总览

➢ 下游总览：
目前，下游仍处于淡季，部分下游需求略有恢复，
整体仍保持刚需采购为主，较难形成向上驱动。
7月表观新消费为283.93万吨，环比增加4.31%，同
比下滑5.50%。
周内， BOPP开工率60%，新订单成交有限，老订
单多数至八月底，价格预计小幅调整；受疫情影响，
纤维需求预计回升，目前没有需求修复的明显信号；
均聚注塑需求略有回升，其余下游维持较弱需求。
后续需持续关注“金九银十”和疫情因素对需求恢
复的影响。



下游：拉丝

➢ 拉丝
周内拉丝排产维持低位，油市下跌带动现货价格下跌，
市场观望情绪较浓。
• 价格：华东拉丝报价8450-8550，均价8520，较上周上

涨60。
• 供应端：本周，拉丝排产维持较低排产，比例均在
30%以下，低于拉丝占PP的需求比例，对价格起到一
定支撑。

• 需求端：塑编企开工率55%，持平上周，部分塑编企
业依旧亏损状态，开工积极性不高。下游入市积极
性较弱，谨慎观望情绪不减。

• 库存端：塑编工厂原料库存相较上周下降1%。



下游：拉丝

图：拉丝数据



下游：拉丝区域价差

➢ 区域价差：本周，华东拉丝跌幅大于华南华北价格，区域价差并不突出。
华东拉丝价格8580-8700，较上周下跌1.52%/1.72%。华北拉丝价格8330-8450，较上周下跌0.24%/0%。华南拉丝价格8420-
8550，较上周+0.48%/-0.58%。



下游非标：BOPP

➢ BOPP
在原油利空下，BOPP新单成交有限，但排产周
期尚可，膜价预计维持高位小幅波动。
• 价格：本周BOPP价格上涨，厚光膜华东主

流报价11200-11400，较上周下跌50。
• 供应端：本周BOPP排产略有回升；本周
BOPP膜企利润1621.43，较上周下滑50。

• 需求端：下游心态较为谨慎，新单成交一般，
但整体订单多数至8月底。BOPP开工率60%，
持平上周。胶带云母开工率54%。

• 原料库存天数：原料库存较上周上涨0.58天。



下游非标：BOPP

图：BOPP数据



➢ 均聚注塑
价差：华东均聚注塑报价8500-8600，与华东拉丝价差50，较上周下降。
供应端：本周均聚注塑排产大幅上涨后回调，周五比例在12%附近。
需求端：近期需求有所好转，“金九银十”旺季预计将来临，四季度快递外卖业务上升，预计后市偏强。

下游非标：均聚注塑



下游非标：共聚注塑

➢ 共聚注塑
价差：低熔共聚华东报价8500-8700，与华东拉丝价差100，
较上周上升10。
供应端：本周，共聚注塑排产波动不大。
需求端：近期仍处于淡季，开工率维持56%上下，积极性
不高。终端汽车白色家电订单偏弱，小家电和新能源车需
求表现突出。待芯片问题缓解，汽车行业对共聚需求或有
提振。洗衣机等家电产品需求在周期底部，又受房地产行
业影响，四季度预计较难有起色。



下游非标：共聚注塑

图：共聚注塑数据



下游非标：纤维

➢ 纤维
价差：本周，高融纤维均价8679，与拉丝价差75。
供应端：本周纤维排产小幅上升。纤维级聚丙烯库存环比上周减少11.28%。
需求端：无纺布企业开工率58%，持平上周。受疫情影响，纤维需求预期较好，目前纤维整体并未出现较大起色。



下游非标：PP管材

图：管材数据图：纤维数据



下游：其它数据

图：下游其他数据



盘面

图：PP盘面数据



比价

图：比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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