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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容容摘摘要要  

三季度 PP/PE（以下称“聚烯烃”）行情先扬后抑，7 月初聚烯烃基本面供需情况改善，

价格摆脱年内底部区间突破上行，随后受 2018 年开始禁止废塑料进口的政策利好助推，聚

烯烃开始加速上涨，尤其远期 1801 合约表现更为强势。同时黑色系等相关商品整体气氛带

动，聚烯烃期货持续震荡上行，远期合约持续大幅升水近月及现货，产业客户买现货卖期

货保值操作活跃。由于高升水长时间持续，期现价差不收缩，导致产业套保客户买现卖期

无法实现盈利，且不断增加头寸平衡基差成本，套保库存不断累积。 

9 月初聚烯烃期货价格突破年度新高后（PP1801 至 9800，L1801 至 10600），投机

资金离场，期货持续领跌现货，期现价差收缩，套保库存获利流出，短期内大大加剧了市

场的供需矛盾，也助推了期货价格跌势。截至 9 月末，聚烯烃期货经历了逾千点的回落调

整，产业套保商库存逐步出清，上游生产商也在节前持续调低价格以确保节前充分降低库

存。下游订单尚可且持续性较好，原料库存保持中性偏低，因此整体聚烯烃产业链库存流

通顺畅，上游去库存效率较较快，总体当前产业链供需情况重归健康。未来四季度消费性

节日集中，加之外贸需求表现较好，上游库存压力不大/下游订单预期稳定且原料库存不高，

总体预计行情有再度强势反弹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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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三季季度度聚聚烯烯烃烃行行情情回回顾顾  

图 1 PP 现货及基差走势图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文华财经 

 

图 2：PE 现货价格及基差走势变化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文华财经 

如图 1、2 所示，2017 年 7 月份聚烯烃行情持续上行，主要由于需求旺季的来临，石

化库存持续低位，同时废料进口受限增加市场对于后期供应的担忧。另外相关产品的强势

共振，投机资金对商品买多意向强烈，至 9 月初 L1801 最高涨至 10600 年内高点，PP1801

最高涨至 9800 年内高点，较 6 月份低点上涨逾 2000 元/吨。 

由于市场对远期供应趋紧的担忧，远期 1801 合约持续大幅升水现货，L1801/PP1801

最大升水现货超过 500 点，一度覆盖了卖方交割成本，这导致资金大量参与期现贸易（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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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卖期货套利）。在行情上涨初期，期货高升水现货持续且升水幅度不断扩大。导致期现

贸易头寸无法实现盈利，多数期现贸易参与者（下称“套保商”）不断增加交易期现头寸以

平衡基差成本，同时高升水持续也不断吸引新的资金介入期现贸易。因此，在行情上涨初

期，套保商的参与增加了市场现货投机需求，同时由于套保商无法实现卖出现货买入期货

平仓盈利，因而锁定了货源无法向下游流通，造成对下游而言市场可售货源偏紧的现象。

在高升水周期，套保商的参与导致了市场表象需求增加，上游的显现库存下降迅速，而对

下游的可流通供应减少，一定程度助推了行情涨势。而此时套保商隐性库存不断累积。 

9 月初开始，由于期货价格突破年内高点，投机资金获利回吐，期货价格率先回调，同

时黑色系及橡胶、甲醇等相关品种同步共振下跌，整体市场气氛偏空。而在下跌过程中，

期货领跌现货，期货升水现货缩小，套保商卖出现货平仓期货实现盈利，导致市场显现供

应短期大幅增加，助推了市场跌势。 

至 9 月末，聚烯烃市场经历了逾千点的回落调整，套保商期现贸易库存逐步出清，上

游生产商也在节前持续调低价格以确保节前充分降低库存。受三四季度需求旺季支撑，加

之外贸需求表现良好，聚烯烃下游订单尚可且持续性较好，原料库存保持中性偏低，整体

聚烯烃产业链库存流通顺畅，上游去库存效率较快，当前产业链供需情况重归健康。 

关于期现贸易套保：实际上套保商相当于聚烯烃贸易流中的蓄水池环节，在价格上涨

过程中，期货持续高升水导致蓄水池进水量大于出水量，蓄水池进水量大对于上游而言，

显示表象需求远超出真实的下游需求，而蓄水池的出水量少表现出对于下游而言可流通供

应远小于实际上游的生产供应，因而对市场供需形成利多反馈并一定程度助推了行情的上

涨，不过进出水量的差异将导致蓄水池的水量蓄积也逐步积累隐性库存风险。在价格下跌

过程中期货升水现货收窄导致蓄水池出水量大于进水量，对于下游而言，显现出可流通供

应远超上游的生产供应，对于上游而言显现出表象需求远小于终端的实际需求量，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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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能加剧市场跌势，不过进出水量差异导致蓄水池水量下降，隐性库存风险下降。随着

近年来投资背景的公司对于现货环节的参与意识增强，期现贸易参与者越来越多，因此蓄

水池的蓄水容量也不断增大，且难以评估其极限值，隐性库存的实际体量也难以获取。因

此未来对行情的判断，评估套保参与者的市场情绪和资金情况远胜于主观揣测的隐性库存

的客观数值。 

二二、、聚聚烯烯烃烃供供需需情情况况  

2.1 供应情况 

图 3：石化企业库存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石化库存 3 季度震荡下降，9 月末快速走低至历年低点。 

图 4：PE 港口库存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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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PP 港口库存情况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三季度港口库存总体处于年度低位水平，低于去年同期。 

图 6：PP 生产开工率同比比较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石化资讯网 

7 月初 PP 开工率持续下降大幅低于历史同期，8 月份开始 PP 开工率上升至与同期相

当。目前 PP 开工率处于同期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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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PE 生产开工率同比比较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石化资讯网 

3 季度 LLDPE 开工率总体高于历年同期。 

图 8：PP 均聚进口量变化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瑞奇期货 

    2014 年开始 PP 净进口量同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增加。2017

年 2-3 季度 PP 均聚进口量同比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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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LLDPE 进口量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瑞奇期货 

LLDPE 进口量 3 季度同比明显上升，主要国内市场需求表现强势，进口利润较好。 

图 10：再生塑料进口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瑞奇期货 

再生 PE6 月进口量 17.22（-5.32），受环保政策影响，再生 PE7 月进口 12.94（-4.28），

环比减少 24.86%，同比减少 44.03%，减量明显；山东地区新料与回料价差升至 1700

（+100），回料因环保压制供应端而价格支撑性较强。 

供应情况总体评估：PP 拉丝开工率略低于去年同期，而净进口同比下降，考虑到国内

产能出现一定增长但部分开工不稳定，预计 PP 供应增长有限。LLDPE 三季度开工高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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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同时进口量明显增长，因此预计四季度 PE 供应环比增加相对明显。然后由于再生

料进口持续下降，加之国内环保对再生料持续高压态势。预估整体四季度 PE 供应压力不大。 

2.1 需求情况 

图 11：塑料制品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万德资讯 瑞奇期货 （1、2 月份未统计单月产量数据 因此未作对比） 

从图中可见，塑料制品产品维持同比增长，其中 2017 年 8 月份塑料制品产量同比增

加达 8.8%。从历年季节性比较发现，5 月-6 月、9 月-12 月为全年产量高峰，预示未来 4

季度塑料制品对原料需求将保持强劲。 

图 12：塑料薄膜月度产量比较 

 

数据来源：万德资讯 瑞奇期货 （1、2 月份未统计单月产量数据 因此未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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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塑料薄膜产量同比保持高速增长，其中 5、6 月份增长超 13%。另外从

季节性需求观察，3-6 月份、9-12 月份为薄膜产量旺季，未来四季度薄膜产业对塑料原料

需求预计保持强势。塑料薄膜包括农用薄膜，工业薄膜，BOPP 膜等，占 PE 下游消费量超

过 50%，占 PP 下游消费量约 30%。 

图 13：快递业务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瑞奇整理 

快递业务大量用到塑料包装材料，对 PP/PE 消费量较大，近年来快递业务增长迅速，

也成为了塑料消费增长的中坚力量。图中可见 2017 年快递业务量累计同比增长超过 30%，

增长仍然保持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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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家用电冰箱月度产量比较 

 
数据来源：万德资讯 瑞奇期货 （1、2 月份未统计单月产量数据 因此未作对比） 

2017 年 7-8 家用电冰箱产量同比大幅增长，其中 8 月份同比增幅超过 10%，从积极

性考虑，由于进入冷季，未来家用电冰箱产量可能出现一定得环比下降，但预计同比将保

持增长，即对原料需求环比将有所下降，同比仍相对乐观。 

图 15：家用洗衣机月度产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万德资讯 瑞奇期货 （1、2 月份未统计单月产量数据 因此未作对比） 

从图中可见，2017 年家用洗衣机产量保持小幅同比增长。同时对比月度产量情况，未

来 9-12 月份为生产旺季，预计对原料需求存在一定支撑。洗衣机生产主要用到 PP 注塑及

共聚等原料。其他家电方面：家用空调、空气净化器是家电产量增长的主力，两者平均同

比增幅都在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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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汽车月度产量比较 

 

数据来源：万德资讯 瑞奇期货 （1、2 月份未统计单月产量数据 因此未作对比） 

图中可见 2017 年汽车产量维持同比增长，增幅在 4%左右。未来 9-12 月份为全年产

量高峰，对塑料原料需求将出现同比增加。 

需求总体评估：2017 年以来聚烯烃的主要下游塑料制品、薄膜等都保持较高的同比增

速，同时 9-12 月份都数为生产旺季，因此预计未来 4 季度下游需求总体支撑较强。 

三三、、聚聚烯烯烃烃成成本本利利润润情情况况  

图 17 油化工生产聚烯烃利润变化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2017 年 7-8 月份油化工生产利润大幅上升，9 月份生产利润下降至 7 月初水平。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聚烯烃第三季度报告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12 

图 18：煤化工生产聚烯烃利润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2017 年 7-8 月份煤化工生产利润大幅上升，9 月份生产利润下降至 7 月初水平。 

图 19：进口甲醇制 PP 综合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图中可见，进口甲醇制 PP 当前综合利润处于亏损状态，因此该生产路径将对 PP 形成

较强支撑。该路径涉及 PP 粉粒料生产能力在 100 万吨左右。另外由于丙烯价格高企，外

采丙烯生产 PP 粉料也出现亏损状况，部分 PP 粉料企业被迫停车。 

总体聚烯烃生产利润尚可，然后进口甲醇及外采丙烯生产 PP 当前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因此 PP 成本端存在额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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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季季度度行行情情基基本本面面预预测测  

44..11 供供需需平平衡衡预预估估  

图 20：近期部分 PE 装置检修情况 

 

数据来源：金联创资讯 

 

图 21：近期部分 PP 装置检修情况 

 

数据来源：金联创资讯 

图 22：PP 月度产量损失预估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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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聚烯烃检修规模环比减少，产量环比将出现增加，不过需求也迎来相对旺季，总

体供需增量基本相抵。 

图 23：PP 供需平衡预估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我们预计四季度 PP 需求增量将大于供应增量，产业总库存将出现下降。 从供需平衡

角度考虑，四季度 PP 行情存在支撑。 

图 24：PE 供需平衡预估 

 

数据来源：瑞奇期货 

   PE 由于新增产能少加之回料的挤出效应，而需求同比增速稳定，预计四季度供需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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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宏宏观观环环境境分分析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7 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 2017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维持 3.5%的增长，和今年 4 月展望持平，同时下调了 2018 年经济增速 0.1 个百分点。全

球经济仍在缓慢复苏。从图二可以看出现阶段全球经济增长核心还是来自美国与新兴市场

国家。其中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增速将由 16 年 1.6%加快至 2.1%， 但是较 4 月份展望

向下修正了 0.2 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市场复苏速度进一步加快，较 4 月份展望向上修正

了 0.1 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 IMF 分别上调了中国和巴西 0.1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

同时维持了 4 月份对于印度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 7.2%、1.4%的展望。这已经是 IMF 今年

连续第二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表明国内宏观经济仍然保持稳定。 

图 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2016 2017（E）2018（E）
较2017年4月修

正2017（E）

较2017年4月

修正2018（E）

发达国家 1.70% 2.00% 1.90% 0.00% -0.10%

美国 1.60% 2.10% 2.10% -0.20% -0.40%

欧元区 1.80% 1.90% 1.70% 0.20% 0.10%

日本 1.00% 1.30% 0.60% 0.10% 0.00%

英国 1.80% 1.70% 1.50% -0.30% 0.00%

新兴市场 4.30% 4.60% 4.80% 0.10% 0.00%

中国 6.70% 6.70% 6.40% 0.10% 0.20%

俄罗斯 -0.20% 1.40% 1.40% 0.00% 0.00%

印度 7.10% 7.20% 7.70% 0.00% 0.00%

巴西 -3.60% 0.30% 1.30% 0.10% -0.40%

全球 3.20% 3.50% 3.70% 0.00% -0.10%
 

数据来源：IMF 瑞奇整理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全球制造业指数、工业产出和全球贸易总额等数据已从近 5 年较

低水平开始反弹。从国内制造业指数来看， 9 月官方 PMI 数据远超预期，并触及近 5 年高

点，9 月财新 PMI 与官方 PMI 发生背离，但仍处于枯荣线上方。国外发达经济体制造业中，

9 月美国 ISM 制造业 PMI 站上了 60，为近 14 年高点。欧元区与日本 PMI 也是一路上扬，

全球制造业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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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全球制造业指数、工业生产和贸易额 

 

数据来源：IMF 

 

图 27：中国及主要经济体 PMI 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宏观环境总结：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稳定，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全球经济形势

稳定，欧美经济体复苏迹象明显。全球制造业表现良好，预计四季度宏观环境稳定乐观。 

44..33 四四季季度度聚聚烯烯烃烃走走势势预预测测  

四季度聚烯烃供需总体向好，在 9 月末期货价格回调逾千点后，市场底部支撑明显，

买盘意愿强烈，上游生产商及中间贸易商库存下降迅速，下游订单情况良好。基本面种种

迹象表明，9 月份聚烯烃价格大幅回落调整后，将再度迎来上涨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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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影响考虑，中国经济增速稳定，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同时欧美经济体

稳定复苏，各项经济数据良好，国内外贸数据持续好于预期。原油方面，各经济体沟通逐

步紧密，OPEC 和非 OPCE 国家积极通过协议限产等方式支撑油价，油价底部支撑效应明

显，同时随着欧美经济复苏及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原油需求增长动力存在，原油当前总体

行情或是：底部支撑明显，上方机会存在。 

综合以上基本面情形和宏观影响考虑。预计 10 月份聚烯烃价格将迎来一轮反弹，预计

有望挑战前期高点。PP1801 有望突破 10000 元/吨关口，L1801 也大概率再度冲破 10600

上方。 

10 月末，预计当期货价格再度创出年内新高后，产业链各环节库存可能再度出现累积，

且期货反应的是未来 1 月份的价格，1 月份过后面临春节因素影响。总体生产经营活动可

能从 12 月后开始降温，同时随着年关临近企业还贷压力相对较大，市场对于资金面预期可

能出现担忧。因此预计聚烯烃价格在 10 月末或者 11 月初达再度创出年内高点后回落。至

12 月 PP1801 可能只 9000-9200 区间附近整理。L1801 可能至 9400-9600 附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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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聚聚烯烯烃烃 KK 线线技技术术分分析析  

 

如图所示，预计 PP1801 在 10 月末或者 11 月初再度创出年内高点，随后回调释放风险。 

 

如图所示，预计 L1801 在 10 月末或者 11 月初再度创出年内高点，随后回调释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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