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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库存进入尾声 大调整或开启 

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成交放量及政府的相关刺激政

策令居民消费表现强劲。聚烯烃作为消费需求依赖较强的

品种价格稳步上行。 

2017 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相关数据表现转弱，政

府的相关刺激政策逐步退出。近两年居民消费的扩张导致

了债务杠杆的提升，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及居民杠杆调控

有意识加强。预计 2018 年居民消费再库存进入尾声，去

杠杆效应或将显现，这将直接导致聚烯烃需求的同比增速

下降。2018 年对于聚烯烃价格而言，或将是一个大调整

波动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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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容容摘摘要要  

2016 年以来聚烯烃产业显现出来的需求强劲，一方面是基于我国经济尤其

是消费领域平稳较快增长的自然需求增速。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居民

杠杆提升的再库存需求增速。具体表现为 2015 年底开始房地产市场持续成交活

跃，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和房屋销售面积爆发性增长。除商品房市场成交放量外，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政府也同步出台了农村旧房改造补贴政策。以上直接带动了

建筑、家居装饰领域的需求爆发。同时，必须注意到 2009 年以来国家 4 万亿经

济刺激背景下出台的家电、汽车补贴政策带来的家电、汽车等消费，随着设备的

老旧出现了集中更新换代的需求。与此同时，环保监管趋严背景下出台的运输车

辆新规以及小排量汽车购置税补贴、新能源汽车补贴等，进一步刺激了汽车领域

的消费。在一些新兴领域，也出现了类似于共享单车之类的创生型需求；同时快

递、外卖领域需求的高速增加，也对近两年来聚烯烃产业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从房地产周期变化的表现数据来看，2017 年 1 季度开始，房地产开

工及销售增速同比快速下滑。而居民消费表现通常滞后地产数据 1-2 个季度，从

三大需求对 GDP贡献比率来看，2017年 2-3 季度消费需求对 GDP贡献比率也从 1

季度的高位下滑。随着居民房地产消费的回落，预计相关的衍生需求将逐步转淡，

同时，汽车领域的补贴政策逐步退出，新兴需求领域受限于产业自身的周期规律，

预计需求同比增速也将放缓。另外，随着近两年政府和居民债务/GDP 比率的大

幅上升，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提出了去杠杆的基调。这意味着居民消费同比增

速可能下降，进入去杠杆阶段。聚烯烃产业需求增速也将出现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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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宏宏观观综综述述  

11..11    宏宏观观经经济济观观察察  

图 1：全球主要经济体 GDP增速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期货 

图中可见，中国经济增速平稳趋缓，美国、日本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稳中抬升。 

图 2：全球主要经济体 PMI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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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底以来，主要经济体 PMI 总体呈现上扬趋势，美国和欧元区表现

最为强劲，这也解释了近两年来中国外贸经济数据持续好转的现象。中国和日本

PMI 虽复苏不急欧美，但也呈现震荡走强，较 2014-2015年好转。不过从变化周

期来看，美国和欧元区 PMI 复苏通常持续两年左右，随后可能迎来一定程度的回

落。这也预示着 2018 年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图 3：中国三大需求累计同比 GDP增长贡献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期货 

从中国 GDP 构成来看，消费贡献作用逐步增强，投资贡献比重稳步回落。贸

易及净出口在 2016年初以来也呈现一定上升。 

结合聚烯烃产业而言，消费需求的高速增长和产能投放的减缓，是 2016 年

以来聚烯烃价格水平不断抬升的主要驱动逻辑。2016 年前三季度和 2017 年 1 季

度，消费对 GDP贡献率一度超过 70%，最高到 2017 年 1 季度 77%。而在 2017年

2 季度开始，消费需求对 GDP贡献出现了下滑。未来消费需求的高速增长能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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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将可能对需求依赖性较大的品种价格波动形成较大影响。 

图 4：房地产销售与资金来源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期货 

图 5：房地产行业投资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期货 

2015年 2 季度以来的房地产销售强劲增长，应当是随后消费需求高速增长的

主要驱动之一。在时间上消费的增长表现较房地产销售滞后 1-2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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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比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发现，房产开发增速也较销售增速变化滞后约

2 个季度。2016 年 4 季度和 2017 年 2季度，房地产销售和房地产开发累计同比

增速都出现了下滑趋势。对比图 3，消费需求对 GDP 贡献在 2017 年 2 季度也出

现明显下滑。 

房地产和消费的变化周期，反应在居民债务比率也能观察到一定变化。下

图为政府、企业、居民债务/GDP 变化的对比。 

 

图 6：政府、企业、居民债务/GDP比率 

 

数据来源：敦和资管 瑞奇期货 

图中可以看到，2015 年 2 季度以来，企业债务比率开始下降，政府及居民债

务比率上升。表现在投资上，企业投资放缓，政府投资加速。居民杠杆的持续上

升，在消费贡献上得以显现。在过去两年，中国整体的债务相对 GDP 的比例并没

有下降，居民和政府成为了加杠杆的主体。居民和政府部门债务上升引发的新的

风险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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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杠杆整体较高的背景下，政府在近期的相关会议上特别提出要控制宏观的

杠杆率。明年控制杠杆率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要控制居民加杠杆的速度，

主要体现为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第二要适当控制政府的举债速度，

这就意味着过去几年持续宽松的财政政策在明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敛。过往来

看，控制杠杆扩张速度会导致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明年总需求可能会有一

定的回落。 

11..22    22001188 年年度度宏宏观观预预期期综综述述  

通过以上观察发现，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从 2015 年开始出现了明显回升。就国

内而言，在房地产周期回暖带动下居民消费回升，表现为 2016-2017 年消费需求

强劲，消费对 GDP贡献值一度上升至 70%以上的高位。从投资来看，2015年以来

固定资产总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呈现平稳小幅下滑态势，具体表现为政府投资加

速，企业投资增速下降，两者加总同比累计增速仍表现下降，对应于大宗商品可

以发现近两年产能投放减缓，在供给侧上对大宗商品提供了支撑。从消费和投资

情况反应到债务比率上，表现为政府和居民债务/GDP 比率上升，企业债务/GDP

下降，企业的债务风险下降，而政府和居民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在未来宏观去杠

杆大背景下，政府和居民债务比率上升，对未来需求继续保持高同比增速带来压

力。同时我们观察全球主要经济体 PMI波动变化的规律，经历了两年多来快速回

升后，有可能出现周期性的回落，对近两年来外贸高速增长的持续性带来压力。 

在这里，我们把大宗商品产业链由最终端的居民消费开始，产业链自下而上

的需求加速定义为再库存，自下而上需求增速下降定义为去库存。 

我们不难发现，2016 年以来的再库存是从居民消费的最终端开始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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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更新换代（旧空调换新空调）以及新型家电需求（节能、空净等等）。房地

产周期回暖的家装需求，更有国家政策支持的广大农村旧房改造产生的建筑、装

修需求等。汽车领域也出现了国家政策推动的运输车辆更新换代、消费税优惠等

各项补贴刺激的家庭汽车购置等需求。另外出现了类似于共享单车之类的创生型

需求，及快递、外卖之类的高速增长需求。 

然而以上种种，可能在 2018 年开始增速下降。家电汽车大部分都是耐耗品，

农村旧房改造高峰期也基本结束。与前面图表中的房地产周期一样，2017 年下

半年开始明显转弱，而消费往往滞后地产周期 1-2 个季度。包括一些创生型需求，

预计也将由高速增长转变为平稳甚至增速下降阶段。 

如果我们把需求增速，拆分为自然增速和再/去库存增速。我们可以理解 2016

年以来的需求强劲，一方面来源于较稳定的自然需求增速，另一方面则为自终端

而上再库存带来的需求增速，两者加和为正。而 2018 年开始，虽自然需求增速

预期表现稳定，但再库存增速可能下降或变为 0，甚至如果进入去库存阶段则对

应的去库存增速将为负值。届时综合需求增速将低于自然需求增速。 

我们可以看到 2016年以来，下游制品及终端消费的再库存，导致上游原材料

的库存持续下降。而一旦再库存动力转弱。下游水流堵塞/库存转移不畅，上游

原料库存将迅速积累。 

不过在全球经济复苏外贸形势表现较好、国内消费稳健增长及新兴需求不断

催生的大背景下，预计需求的自然增速将保持乐观。但是在国内宏观去杠杆背景

下，再库存后劲不足，综合需求增速较 2016-2017 年同比下降将成为事实。由于

综合需求增速的同比下降，预计 2018年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水平继续上移将缺乏

足够动力，可能由当前相对较高的价格水平进入大调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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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聚聚烯烯烃烃产产业业周周期期研研究究  

22..11    聚聚烯烯烃烃产产业业周周期期研研究究  

宏观周期理论很多，我们先从下图来认识几个比较常见的周期理论。再结合

对比观察聚烯烃的产业周期。 

图 7：中国经济周期猜想 

 

数据来源：米斗资讯  瑞奇期货 

➢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科技革命和文化教育，持续时间约 50-60年； 

➢ 库兹涅茨周期： 人口和土地政策，持续时间约 15 -25 年，以建筑业的兴旺

和衰落这一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加以划分的，所以也被称为“建筑周期”；  

➢ 朱格拉周期：设备投资周期，持续时间约 8-10 年； 

➢ 基钦周期：库存周期，持续时间约 3-5 年。基钦周期，作为研究聚烯烃产业

周期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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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烯烃的产业周期可以参考如下：（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算） 

图 8：聚烯烃产业周期划分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 2008 年末——2011年末：金融危机后产业迅速恢复，再库存+需求刺激，需

求表现强劲，供不应求，期货升水现货 。产业链利润良好，4 万亿经济刺激，

投资增加。3 年时间。 

➢ 2011 年末——2015 年末：前一周期的投资逐步兑现，供应逐步过剩，产业

利润被压缩。期货贴水现货。后期油价的暴跌加速了去库存，也为后一周期

酝酿了需求。4年时间。 

➢ 2015 年末——2018 年（E）：低油价刺激了需求的恢复，同时前一周期的产

能投放放缓。供需进入阶段性平衡，基差反复。16 年-17 年终端再库存，个

别产业也有供给侧利好，产业链利润有所恢复。预计 2018年此轮周期进入尾

声，再库存后劲乏力，去库存或将逐步开启。可能出现类似 2010 年初-2011

年末的大波动大调整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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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烯烃的产业周期，可以认为是由终端再库存开始，再库存到一定阶段后进

入调整周期，并最终以终端自下而上去库存结束。具体变化参考如下： 

图 9：聚烯烃产业周期与基差变化一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2008 年金融危机结束后，聚烯烃产业进入恢复发展阶段。同时国家 4 万亿

投资刺激包括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一系列补贴政策，需求爆发式增长，终端自

下而上处于再库存阶段。而由于需求快速增长，而聚烯烃供应增长尚处于起始阶

段，行业呈现供不应求状态。资金对于远期市场持续看好，期货大幅升水于现货。 

2010 年底开始，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各项补贴政策退出，前一阶段过度

消费，产业链从居民消费最终端开始，自而上累积了较大库存，需求表现出了颓

势。在标普下调美国评级以及欧债危机等全球性事件触发下，全球主要大宗商品

价格全面下落，加速刺激了聚烯烃产业自下而上的库存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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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聚烯烃产业周期与基差变化二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2010-2011 年产业链库存去化后，终端的消费容量再度释放，加工制造环节

企业库存也降到了较低水平。因此从 2012 年初开始需求容量再度打开，自终端

居民消费开始产业链由下而上再次出现了一轮再库存需求，加上自然需求的增

速，表现为 2012 年下游需求同比大幅增加。聚烯烃产品价格也从 2011年下跌后

的底部开始回升，LLDPE价格从最低 8550 左右最高修复至 12000 上方。 

然而再库存需求提速之时，当前周期的产能集中释放风险却逐步酝酿爆发。

随后从 2014 年 2 季度开始，再库存需求转弱，而聚烯烃产能集中大量释放，聚

烯烃价格断崖下跌。产业链自下而上转入去库存阶段，需求同比增速下降。 

2014年 4 季度开始，原油价格的破位下跌，2015年 2 季度原油二次探底。

这些宏观因素加速了聚烯烃产业链库存的去化。 

2.2 当前阶段聚烯烃产业周期判断 

2015 年 4 季度，聚烯烃产业链库存降至极低水平，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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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成品库存基本不超过一周，预估是此前再库存阶段库存的 50%不到。终端居

民消费需求在房地产持续走弱周期的带动下，也完成了库存去化。 

随着国家房地产刺激政策的轮番出台（首套房一成，二套房三成等），房地

产成交再度活跃，带动终端居民消费再次进入再库存阶段。一方面有房地产成交

放量引发的家居装饰等需求，同时国家环保政策引导下的汽车购置税补贴，新能

源汽车购置补贴，以及 2016 年 3季度出台的运输政策，触发了汽车领域的更新

换代及新车购置的再库存需求。另外不容忽视的，还有 2009 年以来家电补贴政

策刺激的家电消费，随着家电的老旧出现了集中更新换代的需求等等。 

以上的种种因素，导致了 2016年下半年的需求大爆发（房地产成交先行，

后续消费需求滞后 1-2 个季度），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在终端消费爆发带动下，

中间加工制造环节疯狂被动式补库存，导致 2017 年 1-2季度中间加工制造环节

原料及成品库存出现了爆库现象。随后由于终端再库存依旧持续（也包括全球再

库存，即外贸形势良好），中间加工制造企业原料及成品库存稳步下降。至当前

阶段，中间加工制造企业原料及成品库存处于正常部分偏低水平，较 2015 年 4

季度-2016 年 3季度前有了明显提升，但尚未到风险阀值，抑或仍有一定的补库

空间。由于 2016 年开始的自终端而上的再库存，向上传导，导致了我们看到的

上游原料库存持续偏紧的现象（下游再库存需求好，上游原料超卖导致低库存）。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房地产出现下行趋势的影响下，终端自居民消费开

始的再库存动力或逐步衰竭。首先是家居装饰方面需求可能暂告段落，其次汽车

领域的补贴政策也有逐步退出迹象，另外旧家电的更新换代也大部分完成。而家

电、汽车这类消费都是易耗品，一旦购买则几年内不会产生重复消费。另外一些

快递、外卖等高速增长的需求，以及近两年出现的共享单车之类的创生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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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行业自身发展的周期限制，预计需求增速也将进入

同比下降阶段。 

我们判断，一旦终端再库存减弱，自下而上则中间加工制造企业库存将迅

速累积，届时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原材料需求下降，聚烯烃社会库存、石化库存将

再度攀升，甚至持续高位。 

我们把聚烯烃产业链上游比作入水口，中游比作水池，下游及终端消费比

作出水口。决定行情的不在于水池水位的高低，而在于水渠是否通畅。只要下游

出水通畅，再高的水位也风险不大，可能在很快的时间水位下降。一旦下游出水

口堵塞，则当前水池水位再低，也能在短时间灌满。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判断，2018 年开始聚烯烃次轮产业周期的再库存将进

入尾声。聚烯烃产业链库存将由下而上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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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22001177 年年度度聚聚烯烯烃烃行行情情回回顾顾 

图 11：2017年塑料指数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瑞奇期货 

 

图 12：2017年 PP指数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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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份，由于市场对春节以后的需求存在乐观预期，因此市场在 1

月份出现了一波强势冲高，触及上半年价格最高点。塑料价格指数（L 指数）最

高至 10630，PP价格指数最高至 9589。 

2 月中旬，由于春节过后，需求迟迟未见兑现。而此时经历了春节期间的库

存积累，石化库存大幅攀升至接近 100万吨的历史高位，同时港口库存也大幅增

加至历史较高水平。供需两弱情况下，聚烯烃开启年度下跌。 

至 5 月份，由于终端需求依旧表现强势（再库存阶段），聚烯烃产业链库存

稳步下降，同时聚烯烃价格也回调到了较低的水平。在相对低库存加之低价格的

情况下，市场看涨抄底预期强烈。同时包括黑色系等其他相关商品也全面反弹，

国内大宗商品出现集体上涨。 

9 月初，聚烯烃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加之期货的高升水现货，导致聚烯烃

贸易环节积累了大量隐性库存。9 月 5日聚烯烃价格再度冲击了年内高点，L期

货指数最高至 10585，PP 期货指数至 9805。随后高价格刺激了市场隐性库存抛

售，以及投机参与者的获利卖出。聚烯烃价格随后大幅下跌。 

10 月中旬，在经历了逾 1200 点的下跌回调后，市场隐性库存出清，同时聚

烯烃终端需求仍保持稳健，聚烯烃行情出现了小幅反弹后的宽幅震荡行情。10-12

月份，虽然聚烯烃产业链库存持续维持较低状态，以及下游需求保持稳健。但在

房地产走弱，宏观预期转向，以及对未来聚烯烃需求进入季节淡季加之进口预期

同比增加的担忧，聚烯烃价格始终难以出现较大反弹。不过低库存及相对稳健的

需求支撑，聚烯烃价格也未有较明显下跌。总体呈现反复震荡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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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聚聚烯烯烃烃基基本本面面分分析析  

4.1 聚烯烃供应情况分析 

4.1.1 聚烯烃产能、开工、产量变化 

图 13：2010-2017年 PE产能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金联创、瑞奇期货 

2016年度 PE 总产能接近 1600 万吨左右，2017 年产能增速约 6%，不到 100

万吨。相较于 2012-2014年平均 12%左右的产能增速大幅下降，但较 2015-2016

年小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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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PE生产开工率对比图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图中可见，2017 年 PE 开工率较 2016 年同比相当。其中由于上半年度聚烯

烃的高库存及石化厂检修因素，导致开工同比下降，下半年开工同比上升。LLFPE

开工比率除了在 2季度出现同比下降外，其余时间都高于同期。 

图 15：PE产量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预计 PE 产量增长率较产能增长率相当，且考虑产能投放对应产量增长的滞

后因素，预计 2017 年 PE 产量增长在 5%。其中 LLDPE 产量要高于产能增速，预

计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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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010-2017年聚丙烯产能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金联创 瑞奇期货 

2017年度 PP 产能增长率在 8%，也处于 2010年以来的较低水平。由于终端

再库存对于工业品需求更为明显，而 PP 主要应用在工业品需求上，因此 PP 需求

近两年表现更佳。 

图 17：PP开工率同比比较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图中可见，2017 年 PP 总开工率平均在 85%左右，总体较 2016 相当，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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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小幅提升。不过在 2 季度持续低于 2016 年同期，主要由于石化厂在 2 季度集

中检修。图中可见 PP 拉丝的开工率同比大幅低于 2016、2015 年同期。 

图 18：PP国内产量同比比较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考虑到产能同比增长的因素，2017 年度 PP产量增长率预期在 8-9%左右。预

计 PP拉丝的产量同比增量低于产能增量，或低于 6%。 

4.1.2 聚烯烃进口变化情况 

图 19：PE进口量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瑞奇期货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聚烯烃产业年度分析报告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22 

图中可见，PE 进口量同比增幅较大，主要由于国外 PE 供应能力的提升以及

中国 PE 进口需求的增加，以及对再生料进口限制从而部分以新料补充的影响。 

图 20：LLDPE进口量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瑞奇期货 

LLDPE 进口同比增量明显，由于 2016 年 12 月份高进口量基数，预计 2017

年 12月份 LLDPE 进口将环比增加但同比可能小幅下降。全年进口增量超 10%。 

图 21：PP净进口量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瑞奇期货 

上图可见，PP 净进口量同比处于低位。主要由于国内供给量充足，以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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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国家 PP需求较好，进口到中国的 PP 量减少。2016 年开始，国内部分 PP货

源已逐步有出口到东南亚国家的情况。 

4.1.3  聚烯烃供应总量分析 

图 22：聚烯烃供给量合计汇总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E） 2017年同比 2018（E） 2018同比（E）

PE 1289 1388 1523 1595 4.7% 1733 8.7%

PP 1475 1784 2006 2185 8.9% 2456 12.4%

PE 887 959 964 1163 20.6% 1303 12.0%

PP 487 468 429 434 1.2% 434 0.0%

2176 2347 2487 2758 10.9% 3036 10.1%

1962 2252 2435 2619 7.6% 2890 10.3%

4130 4599 4922 5377 9.2% 5926 10.2%

品种

国内产量

净进口量

PE供应量合计

PE供应量合计

PP、PE合计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从我们统计预估的数据可见，由于 PE 的进口量同比大幅增加，导致 2016

年 PE 总供应量同比增加超过 10%。PP进口同比微增（主要在 1 季度同比增加，

其余时段都是同比下降），2017 年 PP 供应量同比增长不足 8%。由于 2016-2017

年终端处于再库存阶段，综合需求增速为自然需求增速和再库存增速之和，我们

评估 2017 年聚烯烃需求同比增速超过 8%。因此 2017 年度聚烯烃总体处于供需

平衡状况；PE 供应量略微高于需求量。 

对于 2018 年的供应情况，我们预估 PE 和 PP 供应同比增量都要达到 10%左

右，主要由于 2018年开始国内外聚烯烃产能将再度集中投放，而对于再库存需

求后劲不足的背景下，综合需求能否保持较高的同比增长将面临考验。预计 2018

年聚烯烃市场可能存在供过于求情况出现，具体将体现在 2018 年 4 季度将最为

明显，因为 2018 年聚烯烃产能投放主要集中于下半年。不过在环保政策压力下，

再生料生产、进口及使用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将减弱 PE、PP新料的过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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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聚烯烃库存分析 

图 23：石化塑料库存变化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聚烯烃库存通常在每年的 1季度出现大幅上升。3 月份（春节后）为最高点。 

图 24：PP港口库存变化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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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PE港口库存变化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港口库存与石化库存类似，也都在 1 季度出现季节性大幅上升。 

4.2 2018 年度聚烯烃产能投放计划 

图 26：2017-18年度国内外 PE产能投放计划 

 

数据来源：中国石油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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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可见 2018 年度国内 PE 投产规模不大，国外 PE 装置投产规模较大。主

要基于全球能源轻质化背景下，未来北美有较大规模的 PE 装置投产。 

不过按照惯例，以上投产计划大部分可能会推迟。预计真正对市场产生较

大压力将在 2019 年。 

图 27：2017-18年国内外 PP 产能投放计划 

 

数据来源：中国石油 瑞奇期货 

从表中可见，未来 PP 装置投产仍主要集中在国内，国外脱产规模小。能源

轻质化背景下，未来全球 PE 供应增量压力将大于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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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聚烯烃需求情况分析 

图 28：塑料制品产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整理 

2017年塑料制品产量平均增速仍在 5%左右，保持相对稳定。 

图 29：塑料薄膜产量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整理 

2017年塑料薄膜产量增速较 2016 年同比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与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速放缓相关。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聚烯烃产业年度分析报告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28 

图 30：农用薄膜产量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整理 

    其中，农用薄膜增速也出现同比下降。 

图 31：快递业务量 

 
数据来源：互联网 

图中可见，快递业务同比增速出现明显放缓，目前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预

计未来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进入较温和的快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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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外卖 APP活跃用户数 

 

数据来源：互联网 

与快递业务类似，外卖活跃用户数未来的同比增速预计也将进一步降低。一

定程度导致塑料包装薄膜的需求增速下降。 

图 33：家用电冰箱产量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整理 

2016-2017 年家电处于再库存阶段，产量同比增速提升。随着房地产预期走

弱，未来能否保持较高增长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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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空调月度产量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整理 

 

图 35：空调产量累计同比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整理 

    2016-2017年再库存阶段，空调产量累计同比增速大幅提升，2017 年已提升

至 2014 年相当水平。而进入 2018 年高同比增速能否持续面临考验，不排除类似

于 2015 年同比增速大幅下降情况出现。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聚烯烃产业年度分析报告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31 

图 36：汽车产量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瑞奇整理 

汽车产量的同比增速领先于家电 1-2个季度，其产量高速增长在 2016年已

经非常明显，目前已经出现了同比下降趋势。 

通过以上对比发现，2018 年供应同比增速可能加快，而需求同比增速可能

下降。预计 2018 年供需矛盾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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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聚烯烃成本影响因素 

图 37：油制聚烯烃生产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如图可见，油制聚烯烃利润仍然可观。初步评估发现，假如其他相关成本不

变，原油涨至 80美元/桶上方，才有可能导致聚烯烃处于盈亏平衡线。因此只要

原油不出现大幅暴涨，油价因素对聚烯烃价格的实际边际支撑将有限。另外对于

两桶油而言，如果原油出现暴涨，其成品油等相关产品利润将大幅提升，因而对

于终端塑料原料的利润依赖将下降。 

图 38：煤制聚烯烃生产利润比较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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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煤制聚烯烃利润当前也维持高位，仅在今年 2 季度，聚烯烃价格年

度地位，而煤炭价格相对较高时出现亏损。预计未来供给侧调整过后，煤炭价格

趋于稳定，煤制聚烯烃将能保持相对较稳定的利润。 

图 39：进口甲醇制聚烯烃生产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如上图可以发现，外采甲醇制聚烯烃的装置通常出现积极性亏损，主要在每

年的 4 季度，由于港口甲醇季节性低库存价格高位导致。然而，进口甲醇生产聚

烯烃的装置占聚烯烃总产能不足 10%，PP+PE 总计不超过 250 万吨。因此进口价

格价格因素对聚烯烃价格行情的决定因素较弱。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聚烯烃产业年度分析报告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34 

五五、、22001188 年年度度聚聚烯烯烃烃行行情情预预测测  

5.1 2018 年度聚烯烃行情影响因素总结 

➢ 宏观因素：如报告中第一章论述，全球经济复苏外贸形势依旧表现较好、国

内消费增长仍相对稳健及新兴需求不断催生的大背景下，预计整体经济的自

然增速将保持稳定乐观。不过在国内宏观去杠杆背景下，政府和居民债务/GDP

快速扩张的持续性面临考验，房地产已率先表现了走弱迹象，居民消费再库

存需求或将转弱，预计 2018 年综合经济增速将较 2016-2017 年同比下降。 

➢ 产业周期：预计 2018 年可能进入次轮聚烯烃产业供需平衡周期的后半段

（2015 年 11 月——2018年？），终端的再库存进入尾声，去库存或将开始。

预计 2018 年可能呈现大调整波动，可类比于 2010年和 2014 年情形。 

➢ 供需：2018 年度产能投放计划再度放量，预计 2018 年 4 季度开始显现。预

计供应的同比增速可能上升，而需求短由于再库存需求减弱，地产走弱周期

带动下，家电汽车同比增速已经开始出现同比下降迹象。一些新兴需求受产

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影响，预计产出的同比增速也将下降。因此总体而言，供

应同比增速可能上升，需求的同比增速可能下降。预计到 2018 年 4季度，矛

盾将激化。 

➢ 库存因素：聚烯烃库存通常在每年的一季度上升，春节后为年内最高点。 

➢ 成本：油制和煤制聚烯烃路径高利润持续，两者占据了聚烯烃产能的 85%以

上，因此原油及煤炭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对聚烯烃边际影响有限。关注如布伦

特原油反弹至 80 美元/桶以上，以及坑口煤价涨幅超过 60%以上对聚烯烃价

格的支撑。否则，成本因素将不是聚烯烃行情的核心影响因素。另外即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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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格大幅上涨，届时石化企业对于聚烯烃产品的利润依赖将减弱。 

5.2 2018 年聚烯烃行情猜想 

➢ 预计 2018 年 1季度由高位下跌，低点参考 2017 年 5月份水平，逻辑主要是

基于季节性库存增长压力下，加之需求可能不及预期，价格由当前高位出现

年度级别的下跌。 

➢ 由于春节后需求较旺盛，聚烯烃库存将快速下降。且价格经历了年度级别下

跌后，市场参与者抄底意愿将增强。库存下降+低价格刺激，预计 5 月份聚烯

烃价格将展开一轮年度即便的反弹。至 8 月份有望平 2017 年高点，8-10 月

份可能呈现高位宽幅震荡行情。 

➢ 如前文分析，预计2018年4季度供需矛盾及整个宏观环境将呈现较悲观情绪。

预计 10 月份聚烯烃价格可能开启深度下跌调整，或可类比 2011 年、2015 年

大幅下跌调整的情形。聚烯烃产业可能进入去库存阶段。由于产能增量投放

预期的存在，预计远期合约将再度持续贴水于近月，贴水于现货。 

图 40：2018年塑胶指数走势预测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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