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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研究组研究员 魏琳 

投资咨询资格证号：Z0013259 

联系电话：010-58379412 

报告摘要： 

1. 成本方面，年前欧佩克供应增加有限，原油市场延续去库状态，但欧佩克+减产对油价的向上驱动

已经弱化。变异病毒传播导致部分地区疫情反复，或限制短期油价上方空间。 

2. 浙石化 PX 新装置投产，国内外 PX 负荷稳中有升，PXN 价差将维持在偏低水平。 

3. 醋酸价格短暂调整后仍将维持在偏高水平，依旧挤压 PTA 利润空间。 

4. 逸盛新材料 PTA 新装置投产，8 月份 PTA 负荷趋于回升。但主流供应商缩减合约货供应量，加之

部分旺季订单前置，终端仍存在备货需求，预计 PTA 仍将延续去库节奏。 

5. 终端订单前置，终端负荷逆季节性回升，或导致三季度旺季需求被提前透支，或导致金九银十旺

季不旺的局面。 

6. 操作建议：高位震荡，区间操作，参考区间 4900-5300。 

7. 风险点：疫情发展和疫苗进展情况，原油走势，装置计划外变动等。 

  

 

向上驱动转弱 PTA 高位震荡 

                2021 年 0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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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回顾 

7 月份 PTA 跟随原油价格先抑后扬波动加大，整体重心小幅抬升。月初欧佩克+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国

际油价大幅下挫。成本线下移 PTA 跟跌，期价回落至 5000 关口下方。会议一波三折，7 月中下旬，欧佩克

+最终达成新的协议，明年 5 月起提高部分产油国的减产基线，国际油价急速下挫后企稳反弹。尽管 PTA 新

产能释放，但主流供应商继续缩减合约货供应量，同时终端旺季需求前置，PTA 供需边际改善，PTA 期价

整体走势较原油略偏强，月底台风天气影响 PTA 卸货，PTA 指数再度回升至 5400 一线，创下年内新高。 

2、 成本端分析 

2.1 欧佩克+会议一波三折，原油年内仍维持去库 

7 月初欧佩克+会议一波三折，因阿联酋拒绝接受减产协议，欧佩克会议被两次推迟。除阿联酋之外的

欧佩克+成员同意从 8 月至 12 月每月增产 40 万桶/日，累计增产 200 万桶/日，并将减产协议延期至 2022 年

底。而阿联酋支持 OPEC 自 8 月起增产，若要延长减产协议，则要求将自身基线产量调升约 70 万桶/日。

欧佩克内部未能达成一致，欧佩克+一度取消增产会议。 

7 月中下旬，欧佩克+最终达成新的协议，8 月-12 月每月增加 40 万桶/日，共增加供应 200 万桶/日，并

延长减产协议至 2022 年年底。同意将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俄罗斯的原油减产基线分别提高 33、

15、15、50 和 50 万桶/日，即共提高 163 万桶/日，将于 2022 年 5 月生效。新的协议达成使得今年欧佩克供

应路线较为明确，消除了供应端无序增长的风险。欧佩克新协议达成将更多的供应增量推迟至明年 5 月之

后，短期原油市场延续去库状态。 

北半球夏季出行高峰来临，原油消费预期乐观。美国 EIA 原油库存连续 8 周下降，汽油库存超预期下

降，印证需求进一步恢复。IEA 将 2021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上调 4 万桶/日，至 540 万桶/日；如果 OPEC+

不增加供应，预计三季度原油库存可能会出现 10 年来最大降幅。欧佩克预计 2021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在

600 万桶/日，与上月评估持平；预测下半年需求恢复进度较上月评估有所放缓。EIA 上调今明两年美国原

油产量预估，下调明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计 2021 年美国原油产量将减少 21 万桶/日，此前预计为减少

23 万桶/日；2021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为 533 万桶/日，此前预估为 541 万桶/日。 

综合来看，年前欧佩克供应增加有限，原油市场延续去库状态，但欧佩克+减产对油价的向上驱动已经

弱化，接下来焦点转向需求预期能否得到验证。美国计划制裁伊朗的无人机和制导导弹，美伊关系紧张可

能延缓伊核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原油回归时间。然而变异病毒传播导致部分地区疫情反复，或限制短期油价

上方空间。预计油价维持震荡偏强的走势，波动加剧，上方的空间较为有限，向上的持续性也将有所降低。

后续需重点关注官方数据对于需求预期的验证，以及欧佩克产油政策变化，伊核谈判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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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装置兑现，PX 价格窄幅波动 

图表 1 PXN 价差 图表 2 亚洲 PX 负荷和国内 PX 负荷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CCF、首创期货研究院 

7 月份 PX 跟随油价区间波动，截至月底，CFR 中国 PX 价格在 950 美元/吨，较月初上涨 12 美元/吨；

PXN 价差由月初的 246 美元/吨上升至 282 美元/吨。 

供应方面来看，部分亚洲 PX 检修装置重启，亚洲 PX 负荷回升至 79.3%，较月初小幅提升 0.5 个百分

点。国内 PX 装置，浙石化 1#负荷 7 成、2#负荷 9 成，东营威廉 100 万吨装置 7 月 12 日起检修 45 天。国

内 PX 负荷由月初的 85.9%下滑至 82.8%。新装置方面，浙石化二期 1#250 万吨 PX 新装置投料试车，7 月

中上旬出产品。7 月份国内 PX 产量大约在 190 万吨左右。 

图表 3 2021 年亚洲 PX 新装置投产计划 

生产企业 产能（万吨/年） 投产计划 

浙江石化项目二期 500 1# 7 月出产品；2#计划年底投产 

阿美（吉赞） 60 2021 年四季度 

2021 年合计 560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首创期货研究院 

从进口方面来看，自 2019 年国内 PX 行业进入高速扩张期以来，PX 进口依存度趋势性下降。2021 年

1-6 月 PX 进口量累计为 684.5 万吨，同比减少 20.4 万吨。考虑到 7 月份部分 PTA 装置计划外停车降负，PTA

负荷明显下滑，对 PX 需求减弱。7 月份 PX 社会库存环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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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PX 进口量 图表 5 国内 PX 库存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CCF、首创期货研究院 

从装置检修重启变动计划来看，东营威廉 100 万吨装置将于 8 月底重启，亚洲检修装置按计划将于 7

月上旬陆续重启，8 月份新增检修计划不多，只有 FCFC 2#58 万吨、越南宜山 78 万吨装置有明确检修计划，

具体需关注印度信赖 180 万吨 PX 装置检修计划落实情况。 

图表 6 近期亚洲 PX 装置检修重启情况 

生产企业 减停产涉及产能（万吨） 装置运行动态 

东营威联 100 7 月 12 日停车检修，预计持续 45 天 

韩华化学 120 5 月 27 日-7 月 13 日停车检修 

韩国现代 2# 80 6 月 25 日-7 月 6 日停车检修 

日本 Eneos-Sakai 19 5 月 24 日停车检修，7 月下旬升温重启 

台湾 FCFC 2# 58 7 月 13 日停车检修，预计持续 45 天 

越南宜山 70 8 月初计划停车检修，预计持续 3 周 

印度信赖 180 第三季度计划轮流检修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首创期货研究院 

总体来看，PX 仍处于扩张周期，PX 行业低加工费、高库存或将成为常态，进口依存度将会进一步下

降。国内外 PX 负荷稳中有升，PXN 价差将维持在偏低水平。 

2.3 醋酸稍有回落，整体依然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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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醋酸生产利润 图表 8 醋酸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醋酸价格有所回落，整体仍处于偏高水平。华东醋酸价格在 6100 元/吨，较 4 月底低点下降了 2300 元/

吨。醋酸生产利润也出现了下滑，较月初下滑了 200 元/吨以上。国内醋酸开工率较 5 月份高点下滑了 13 个

百分点。但国内醋酸产能增速偏低，而 PTA 逐步扩产对醋酸需求增加，预计醋酸价格短暂调整后仍将维持

在偏高水平。按照醋酸单耗 30-33kg/t 计算，目前醋酸占 PTA 成本大约为 200 元/吨，依旧挤压 PTA 利润空

间。 

3、 供需面分析 

3.1 新产能释放，PTA 降负去库 

图表 9 PTA 基差 图表 10 PTA 现货加工差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7 月份 PTA 价格跟随油价区间波动。尽管逸盛新材料新装置投产，但 PTA 装置意外不断负荷再度下滑，

且主流供应商缩减合约货供应量，导致现货流通货源阶段性偏紧，PTA 基差有所走强。PTA 现货加工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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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较好，平均在 650 元/吨。 

图表 11 PTA 负荷 图表 12 PTA 产量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今年 3-5 月份国内 PTA 装置集中检修，共涉及产能超过 1500 万吨/年，国内 PTA 开工率在 4 月中旬最

低降至 73%。7 月份 PTA 检修计划增加，且装置意外情况不断。逸盛新材料 360 万吨 PTA 新装置投产初期

运行不稳定降负至 5 成，之后负荷逐步回升至 8 成，但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故障检修。福海创 450 万吨 PTA

装置降负荷并于 7 月 27 日开始检修 10 天。国内 PTA 负荷再次回落至 8 成以下，PTA 产量也出现了明显下

滑。 

图表 13 近期国内 PTA 装置动态 

生产企业 检修规模（万吨/年） 装置动态 

三房巷 120 6 月 8 日-8 月底技改 

台化宁波 120 7 月 10 日-7 月 29 日检修 

福海创 450 7 月 27 日-8 月 6 日检修 

逸盛新材料 330 7 月 26 日-8 月 6 日检修 

虹港石化 150 7 月 26 日-8 月 26 日检修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首创期货研究院 

从目前装置计划来看，台化宁波 120 万吨、福海创 450 万吨、逸盛新材料 330 万吨于 7 月底 8 月初陆

续重启，8 月份检修计划明显减少，PTA 负荷趋于回升。 

通过 PTA 工厂减产保价、老装置被动淘汰，以及 PTA 出口增加，这三个途径，部分对冲了今年 PTA

巨量新增产能所带来的冲击。而下游聚酯开工维持高位，PTA 社会库存大幅下降， 3-7 月 PTA 累计去库 126

万吨。PTA 注册仓单加上有效预报数量在 3 月 2 日见顶回落，目前已累计减少 31.3 万张，仓单持续流出补

充现货供应。缓解了 9 月份仓单集中注销对市场的冲击。 



  

期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7 

                                            请仔细阅读页末的免责声明 

 

         首创期货研究院 PTA 月报 

 

图表 14 PTA 社会库存 图表 15 PTA 仓单 

  

数据来源：CCF、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综合来看，随着 PTA 加工差修复，前期检修的装置陆续重启中，8 月份 PTA 负荷趋于回升。但主流供

应商缩减合约货供应量，加之部分旺季订单前置，终端仍存在备货需求，预计 PTA 仍将延续去库节奏。 

3.2 旺季需求前置 终端负荷回升 

图表 16 聚酯负荷 图表 17 江浙织机负荷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今年秋冬季面料备货有所提前，江浙织机负荷自 6 月中上旬见底回升，进入 7 月份负荷加速提升。这

种现象一、二季度也曾出现过，一方面今年原油、PTA、MEG、醋酸等原料端持续上涨，迫使部分下游订

单趁相对低价提前下达；另一方面，今年海运费飙升集装箱紧缺，部分海外订单亦选择尽早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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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聚酯产品价格 图表 19 聚酯现金流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图表 20 聚酯产销 图表 21 涤纶长丝 DTY 库存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在此背景下，尽管聚酯负荷出现小幅下滑，但仍处于 85%以上水平。终端需求好转，价格传导顺畅，

聚酯产品价格反弹，聚酯产品现金流出现明显修复。聚酯产销呈现脉冲式回升，整体产销水平好于近两年

同期水平。聚酯产品库存尤其是长丝库存得到了明显消化，终端坯布库存也进入小幅去库的状态。 

后期来看，终端订单前置或导致三季度旺季需求被提前透支，进而导致金九银十旺季不旺的局面。后

期持续关注聚酯及织机开工情况，及聚酯库存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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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涤纶短纤库存 图表 23 坯布库存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4、 后市展望及投资策略 

成本方面，年前欧佩克+供应增加有限，原油市场延续去库状态，但欧佩克+减产对油价的向上驱动已

经弱化。变异病毒传播导致部分地区疫情反复，或限制短期油价上方空间。 

浙石化 PX 新装置投产，国内外 PX 负荷稳中有升，PXN 价差将维持在偏低水平。 

醋酸价格短暂调整后仍将维持在偏高水平，依旧挤压 PTA 利润空间。 

逸盛新材料 PTA 新装置投产，8 月份 PTA 负荷趋于回升。但主流供应商缩减合约货供应量，加之部分

旺季订单前置，终端仍存在备货需求，预计 PTA 仍将延续去库节奏。 

终端订单前置，织机、加弹负荷逆季节性回升，或导致三季度旺季需求被提前透支，进而导致金九银

十旺季不旺的局面。 

操作建议：高位震荡，区间操作，参考区间 4900-5500。 

风险点：疫情发展和疫苗进展情况，原油走势，装置计划外变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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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期货研究院本着“依靠专业性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研发服务理念，在二十余年服务产业与机构客户的

过程中，历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产业链与衍生品研发服务团队。基于“期现结合、投研结合”的研发工作

思路，逐步完善并系统构建了“宏观、产业、量化和资金”四位一体的研究框架；注重基本面研究、数据

分析与产业调研，以产业链利润传导为主线，发掘产业链的结构性供需矛盾以及价格与价差的形成主因，

最终形成以基本面供需逻辑为主导，以量化研究为手段的策略研究能力。目前在大宗商品市场单边、跨期、

跨品种套利，股指期货量化对冲以及 ETF50 期权、沪铜期权等方面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策略体系；在产业

服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企业风险管理服务经验和案例，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搭建套期保值业务运作平台，

并为企业提供个性化、高水准的套保和套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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