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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1、 成本方面，沙特承诺 2-3 月额外自愿减产 100 万桶/日，原油供应继续收缩。尽管变异病毒传播导致原

油需求恢复进度慢于预期，去年 11 月份以来疫苗利好消息频发并逐步推广接种，令市场对抗疫的信心

倍增。预计油价将维持偏强走势，对 PTA 形成较强支撑。 

2、 一季度 PX 新增产能压力不大，而 PTA 新装置集中投产，对 PX 需求增加，PX-石脑油价差有望恢复，

但幅度有限。 

3、 供应方面，PTA 新产能集中在一季度释放，供应压力加大，PTA 仍处于累库阶段，PTA 加工差或面临

压缩，关注存量装置开工变化。 

4、 需求方面，随着聚酯消费进入淡季，聚酯及终端织机负荷趋于下降，聚酯产品库存拐点或将显现。 

5、 操作建议：成本端强势与供需面偏弱博弈下，PTA 价格将跟随原油波动，但总体走势将弱于原油，谨慎

偏多操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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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与供需博弈 PTA 谨慎上行 

2021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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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PTA 指数与布油连续日 K 线图叠加 

 

数据来源：博易、首创期货研究院 

去年四季度 PTA 期价探底回升。9 月需求旺季弱于预期，导致 PTA 库存和聚酯产品库存逐步攀升，加

之 PTA 新产能计划四季度投产，PTA 供需压力逐步增大。9 月份 PTA 期价跟随国际油价大幅调整，整体走

势明显弱于原油。国庆节后，市场氛围有所回暖，终端纺织需求表现超预期，带动聚酯产业链强势反弹。 

经过一轮涨价去库后，终端采购回归理性，下游长丝和涤短产销回落明显，聚酯端炒涨行情有所降温，

对 PTA 的拉动减弱。随着国际油价回调，化工板块整体走弱，PTA、MEG 止涨回落，前期领涨的短纤期货

弱势调整。新凤鸣二期 PTA 新装置于 10 月底至 11 月初顺利投产，新产能释放的利空冲击下，11 月上旬 PTA

期价与原油价格走势背离，PTA 指数逼近 4 月份创下的历史低点。 

11 月中旬以来，随着疫苗利好消息频发，原油需求恢复前景乐观，国际油价持续反弹，PX 供需边际改

善，PTA 现货流通货源阶段性减少，市场交易逻辑由供需面切换至成本主导。绝对价格低位使得 PTA 期货

备受资金青睐，各合约总成交量和持仓量创下历史新高，主力合约量价齐升突破 4000 关口，创下去年 3 月

以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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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产业链分析 

 疫苗利好与欧佩克+减产共振 国际油价持续走强 

国内外疫情仍有反复，但去年 11 月份以来疫苗利好消息频发并逐步推广接种，令市场对抗疫的信心倍

增。在此利好推动下，原油价格自去年 11 月初的低点已累计反弹超过 30%。目前美国和中国已接种疫苗近

2000 万剂，但是受到疫苗量产、运输等瓶颈的制约，接种比例普遍偏低。英国接种比例只有 10%，美国 7%，

中国更低。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外新增确诊数有所回落，各国仍在努力加大疫苗推广力度。我们对未

来疫情控制及需求恢复保持乐观预期。疫情反复，导致原油需求恢复进程慢于此前预期。美国成品油消费

从去年 4 月份开始逐步恢复，目前仍处于近几年同期偏低水平，其中汽油消费恢复比较缓慢，航煤消费表

现相对较弱。 

1 月份欧佩克+会议，主要产油国达成一致，在 2 月和 3 月继续维持当前的总产量不变，作为协议的一

部分，沙特将在这两个月额外自愿减产 100 万桶/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将被允许合计增产 7.5 万桶/日，

而大多数 OPEC 产油国将保持产量不变，以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新一轮封锁。沙特承诺自愿额外减产 100

万桶/日，使得整体欧佩克+减产力度超出市场预期，国际油价应声飙涨，涨幅超 4%，美原油价格触及 50

关口，为去年 2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原油价格持续走强对 PTA形成较强支撑。 

 PX 需求趋增 PX-石脑油价差有望恢复 

PX-石脑油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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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X 价格跟随原油价格低位反弹，但 PX-石脑油价差仍维持在偏低水平。主要是因为自 2019 年以来 PX

进入扩产周期，去年国内新增 PX 产能 380 万吨，其中中化泉州 80 万吨 PX 新装置于去年年底投产。PX 新

增产能逐步释放，加上国内 PX 开工率维持偏高水平，而聚酯和终端纺织受到疫情影响，内需和出口增速大

幅下降。供应过剩背景下，产业链利润向下游转移，PX-石脑油价差被大幅压缩。按照 300 美元/吨的盈亏平

衡点来计算，当前进口 PX 加工理论亏损在 150 美元/吨左右。一季度 PTA 装置集中投产，对 PX 需求增加，

PX-石脑油价差有望恢复，但幅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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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 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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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进口方面来看，自 2019 年国内 PX 行业进入高速扩张期以来，PX 供需由紧平衡逐步迈向宽松甚至过

剩，进口依存度持续下降。2020 年 PX 进口量为 1386 万吨，较 19 年减少 112 万吨。PX 供需边际改善，社

会库存自去年 11 月以来持续下滑，四个月累计去库 46 万吨，但整体库存水平依然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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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吉赞） 60 2021 年 

浙江石化项目二期 500 
1# 250 万吨装置计划 3-5 月投产；2# 250

万吨装置计划 6-8 月投产 

中海油惠州二期 100 2021 年 

盛虹石化 280 2021 年 

2021 年合计 940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首创期货研究院 

2021 年亚洲计划新增 PX 产能 940 万吨，国内 PX 产能增速将达到 30.8%，多数是民营炼化一体化装置。

具体时间节点上，浙江石化二期 1# 250 万吨装置计划 3-5 月投产，预计有效产量将在二季度释放。 

近期亚洲 PX 装置动态 

生产企业 产能（万吨/年） 装置动态 

中金石化 160 11 月 28 日已停车，预计持续 60 天 

金陵石化 60 11 月 17 日-12 月 28 日降负至 5 成，现负荷 9 成 

中化泉州 80 2020 年 12 月 28 日产出合格品，负荷稳定中 

四川石化 75 2021 年 1 月 4 号-1 月 10 号短停 

福化工贸 160 
1# 80 万吨装置 12 月底或 2021 年 1 月初计划检修，预计

持续 2 个月；2# 80 万吨装置停车中 

JX 1#-水岛 25 2021 年 2-3 月计划检修 

ExxonMobil 42 2021 年年初计划长停 

数据来源：CCF，首创期货研究院 

从近期亚洲 PX 装置检修和重启计划来看，金陵石化和中化泉州装置已经重启，一季度国内中金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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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化工贸共计 320 万吨装置计划检修，PX 负荷将维持在 8 成以下。其他亚洲装置变动不大，亚洲 PX 负荷

将持稳在 7 成偏上。 

 PTA 新产能集中释放 供需过剩加剧 

2021 年国内 PTA 新装置投产计划 

福建百宏 250 2021 年 1 月中下旬 

虹港石化 250 2021 年 1 月 

逸盛新材料 350 2021 年 Q1 

2021 年合计 850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首创期货研究院 

2021 年国内计划新增 PTA 产能 850 万吨，产能增速预估将达到 14%，主要集中在一季度。其中，福建

百宏 250 万吨新装置计划 1 月中下旬试车，虹港石化 250 万吨计划 1 月份投产，逸盛新材料 350 万吨计划

一季度投产。面临较大的新产能释放压力，PTA 期价表现明显弱于上游的原油和石脑油，PTA 加工差逐步

走低，现货基差表现偏弱。随着一季度 PTA 新装置投产逐步落实，预计 PTA 供需矛盾将逐渐放大，而对

PX 需求将有所改善，产业链利润将从 PTA 转向 PX 环节。 

PTA 基差 PTA 盘面加工差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去年四季度 PTA 利润相对较好，PTA 企业积极生产，国内 PTA 装置年平均负荷维持在 87%左右，阶段

性达到 90%以上，PTA 产量创下近几年的新高。而下游聚酯需求增速相对较低，加之疫情导致需求快速萎

缩，PTA 库存大幅攀升超过 400 万吨。PTA 注册仓单加上有效预报快速增加至 38 万张，相当于 190 万吨现

货。整体 PTA 社会库存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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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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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A 社会库存 PTA 注册仓单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首创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首创期货研究院 

 

近期国内 PTA 装置动态 

生产企业 产能（万吨/年） 装置动态 

珠海 BP 110 2020 年 12 月 13 日-12 月底检修 

福海创 450 2020 年 12 月 23 日-1 月 17 日检修 

四川能投 100 2020 年 12 月 28 日-1 月 3 日检修 

逸盛海南 200 计划 2021 年 3 月检修，重启待定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首创期货研究院 

目前国内 PTA 检修计划相对不多，福海创 450 万吨、四川能投 100 万吨装置在 1 月中上旬有短暂检修，

逸盛海南 200 万吨计划 3 月检修。预计一季度 PTA 新产能投放加工差压缩背景下，PTA 检修计划或将有所

增加，PTA 负荷或趋于下滑，但整体社会库存水平依然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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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酯进入消费淡季 存在累库预期 

聚酯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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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四季度，国外疫情严峻部分纺织订单回流国内，以及国内冷冬预期下秋冬订单爆发。终端纺织服

装需求表现超预，带动节后聚酯产业链强势反弹。纺织工厂积极补货，聚酯工厂借机涨价去库存，聚酯产

品现金流也得到较大程度的修复，效益较好的 DTY 现金流达到 800 元/吨左右。 

聚酯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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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11 月以来终端织机负荷持续下滑，但下滑幅度较为缓慢，仍然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聚酯产销脉

冲式回升，聚酯产品库存出现了明显的消化，尤其是短纤甚至出现超卖的现象。然而终端坯布库存却仍然

维持较高的水平。聚酯产品库存并没有完全被消化，而是逐步转移至终端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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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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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涤纶短纤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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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增产能来看，聚酯行业自 2017-2018 年进入景气周期，近三年产能平均增速维持在 6.6%附近。2021

年计划新增聚酯产能接近 500 万吨，产能增速预估为 8.3%，远低于 PX 和 PTA 行业产能增速。一季度市场

将进入传统淡季，预计聚酯环节将进入累库阶段。 

后市展望及操作建议 

成本方面，沙特承诺 2-3 月额外自愿减产 100 万桶/日，原油供应继续收缩。尽管变异病毒传播导致原

油需求恢复进度慢于预期，去年 11 月份以来疫苗利好消息频发并逐步推广接种，令市场对抗疫的信心倍增。

预计油价将维持偏强走势，对 PTA 形成较强支撑。 

一季度 PX 新增产能压力不大，而 PTA 新装置集中投产，对 PX 需求增加，PX-石脑油价差有望恢复，

但幅度有限。 

供应方面，PTA 新产能集中在一季度释放，供应压力加大，PTA 仍处于累库阶段，PTA 加工差或面临

压缩，关注存量装置开工变化。 

需求方面，随着聚酯消费进入淡季，聚酯及终端织机负荷趋于下降，聚酯产品库存拐点或将显现。 

操作建议：成本端强势与供需面偏弱博弈下，PTA 价格将跟随原油波动，但总体走势将弱于原油，谨

慎偏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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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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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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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须自主做出期货交易决策，独立承担期货交易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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