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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1、 成本方面，中国和欧美经济逐步恢复，随着夏天用油旺季来临，原油需求将得到较强提振。而欧佩克+

维持逐步增产的谨慎策略。伊核谈判进度放缓，伊朗原油对市场的冲击被延后。预计国际油价将维持震

荡偏强走势，PTA 成本端存在较强支撑。 

2、 三季度亚洲和国内 PX 检修计划有所减少，国内外开工将趋于回升。浙石化二期 500 万吨 PX 新装置推

迟至 7 月投产，PX 市场供应加大，抑制 PX 和 PXN 价差上修空间。 

3、 供给方面，PTA 检修装置陆续重启国内开工提升，逸盛新材料 350 万吨 PTA 新装置计划 7 月投产，PTA

供应趋增。但前期 PTA 社会库存和交易所注册仓单持续消化，加之主流供应商缩减合约货供应量，现

货市场供应或阶段性受到影响。 

4、 今年秋冬季面料备货有所提前，6 月份终端需求逆季节性回升，聚酯进入去库阶段，谨防订单前置造成

旺季需求被提前透支的风险。 

5、 操作建议：预计三季度 PTA 期价前高后低，整体宽幅震荡，价格中枢取决于原油价格走势，谨慎偏多

操作。 

6、 风险点：宏观货币政策走向，原油走势，新装置投产进度等。 

 

 

 

 

 

 

 

 

 

需求回升 VS 新产能来袭 PTA 上行受限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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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随着原油持续走强，二季度 PTA 仍处于上行通道。原油在二季度将迎来需求高峰，三大机构上调需求

预期，机构乐观看涨情绪浓厚。尽管印度日本等地区疫情依然严峻，但欧美疫情得到一定控制，且疫苗接

种进度加快，中国和欧美经济数据表现较好，原油需求恢复预期乐观。国际油价自 3 月下旬的低点 60 美元

/桶左右，五一假期间最高反弹至接近 70 美元。在原油带领下，能化板块呈现第二轮普涨。PTA 期价自 3

月下旬的低点反弹超 600 点。然而，伊核谈判进展较为顺利，伊朗原油回归箭在弦上，国际油价止步于前

高附近开始调整，PTA 亦未能突破 5000 关口。 

5 月下旬，伊核谈判再生变数，且机构对油价预期乐观，月初欧佩克+维持逐步增产策略，短期不确定

因素弱化，原油破位上行。但 PTA 终端进入淡季，加之限电影响，江浙织机负荷持续下滑，供需边际转弱，

导致 PTA 期价阶段性走势与原油背离。 

6 月中旬以来，PTA 主流供应商削减合约货供应量，PX 和 PTA 新装置推迟至 7 月初投产，加之原油价

格持续拉涨，PTA 期价走出一轮补涨行情，主力 PTA2109 合约大幅增仓反弹，向上突破 5000 关口，创下年

内新高。 

PTA 产业链分析 

 需求恢复预期乐观，原油维持偏强走势 

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强劲，EIA 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全面超预期下降，库欣地区原油库存降至 2020 年 3 月

以来最低，且炼厂产能利用率提升至疫情前的水平。随着夏季出行高峰来临，疫情限制措施逐步放松，原

油需求增长加速，亦对油价形成较强支撑。 

三大机构预估一致乐观。EIA 上调今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并上调今年原油价格预期。欧佩克认

为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复苏，预计下半年原油需求表现强劲，维持今年原油需求将增加 595 万桶/日或 6.6%的

预测。IEA 预估今年全球原油需求将增加 540 万桶/日，明年将进一步增加 310 万桶/日；将明年全球石油需

求增长预测下调 5 万桶/日至 540 万桶/日；认为明年底需求将达到疫情前的水平，呼吁欧佩克+明年放开产

量限制以适应需求增长。各大机构对下半年原油需求预期乐观，并上调原油价格预测。 

在需求恢复乐观预期下，欧佩克+维持谨慎增产策略。4 月初欧佩克会议决定 5-7 月逐步增加原油产量，

沙特将步取消自 1 月以来 100 万桶/日的自愿减产。6 月初欧佩克+维持 7 月份增产 84.1 万桶/日的计划。预

计全球石油库存将大幅下降，过剩的石油库存将在上半年消化，9 月份至年底全球原油库存将下降 200 万桶

/日以上。 

此外，6 月伊核谈判遇阻，伊朗新任总统上台后表达强硬立场，美伊双方解决核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

伊核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伊朗原油回归时间再度推迟。短期内影响原油市场的最大利空因素有所弱化。 

美国页岩油增量有限。由于美国多数能源企业将重点放在提升现金流、减少债务和增加股东回报而不

是增加产出上，近两年这些企业削减了钻井和完井支出后，计划今年略微增加支出，但是支出的增长幅度

仍然较小，预计短期内美国原油产量增幅有限。 

综合来看，中国和欧美经济逐步恢复，随着夏天用油旺季来临，原油需求将得到较强提振。而欧佩克+

维持逐步增产的谨慎策略。伊核谈判进度放缓，伊朗原油对市场的冲击被延后。预计国际油价将维持震荡



  

期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3 

                                            请仔细阅读页末的免责声明 

 

         首创期货研究院 PTA 季报 

偏强走势。 

 需求萎缩，PX 累库 

P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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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季度 PX 价格跟随原油继续反弹，PXN 价差也得到明显修复。一方面，国内外 PX 开工短暂回升后再

度下降，PX 产量增量有限。另一方面，PXN 价差扩大，一定程度上也与石脑油价格走势相对偏弱有关。由

于 LPG 价格下跌，部分裂解装置采购 LPG 替代石脑油，且部分裂解装置有检修计划，导致石脑油裂解价差

明显收窄，石脑油和 PXN 间的效益也明显向 PX 转移。但由于 PTA 环节集中检修，对 PX 需求减弱，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 PX 价格和 PXN 价差上涨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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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依存度趋势性下降。2021 年

1-4 月 PX 进口量累计为 467.8 万吨，同比减少 12 万吨。 由于 3-5 月份国内 PTA 装置集中检修，PX 社会库

存在 2 月份出现拐点，二季度合计累库 1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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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 5-6 月，现推迟至 7 月投产；2#

计划年底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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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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亚洲计划新增 PX 产能 560 万吨，主要是国内的浙石化二期 500 万吨装置，其 1#装置原计划 5 月

底投产，目前投产时间推迟至 7 月份，三季度 PX 市场供应将增加。 

近期亚洲 PX 装置动态 

生产企业 产能（万吨/年） 装置动态 

福佳大化 140 原计划 5 月份停车 2 个月的检修进程推迟 

东营威联 100 7 月初计划检修，预计持续 45 天 

FCFC(化学纤维) 58 7 月计划检修，预计持续 60 天 

韩华化学 2# 120 5 月 26 日停车检修，预计持续 45 天 

Eneos -Sakai 19 5 月 24 日停车检修 

信赖公司 NO1 60 7 月计划轮检 

信赖公司 NO2 60 7 月计划轮检 

信赖公司 NO3 60 7 月计划轮检 

ExxonMobil 42 2020 年 6 月上旬停车，未有开车预期 

数据来源：CCF，首创期货研究院 

从近期装置变动来看，三季度国内检修计划较少，国外装置检修计划较二季度亦有所减少。预计后期

亚洲和国内 PX 负荷将趋于回升。综合评判，在新产能即将释放，且 PX 负荷回升预期下，三季度 PX 供应

压力将有所加大，PX 或将继续累库，PXN 价差上修空间有限。 

 装置重启&新产能释放 PTA 去库节奏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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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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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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3-4 月份 PTA 装置集中检修，加之 PTA 主流供应商缩减合约货供应量，PTA 现货流通阶段性偏紧，

基差持续走强，PTA 现货加工差和盘面加工差都得到明显修复。5 月中旬开始，前期检修的 PTA 装置陆续

重启，目前 PTA 负荷回升至 85%附近，较 4 月中旬的低点提升 9 个百分点。PTA 产量较前期也从 4 月份开

始逐步回升。 

PTA 社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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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检修及合约货持续减供背景下，PTA 社会库存在 2 月份达到峰值后进入去库阶段，3-6 月 PTA 累

计去库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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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万张，期货仓

单持续流出补充现货供应，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 09 合约未来面临的仓单集中注销的压力。 

2021 年国内 PTA 新装置投产计划 

生产企业 产能（万吨/年） 投产时间 

福建百宏 250 其一半产能 1 月 24 日出料，另一套 2 月 7 日出料 

虹港石化 250 其一条线已于 2 月 28 日投料试车，另一套 3 月 3 日出料 

逸盛新材料 350 原计划 5 月下旬，现推迟至 7 月投产 

逸盛新材料 350 2021 年四季度 

2021 年合计 1200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首创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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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 PTA 装置动态 

生产企业 检修规模（万吨/年） 装置动态 

利万化学 70 2021 年 5 月 13 日检修，重启待定 

三房巷 120 2021 年 6 月 8 日-8 月底技改 

仪征化纤 65 2021 年 6 月 25 日-7 月 3 日检修 

台化宁波 120 2021 年 7 月 10 日-7 月 30 日检修 

恒力石化 5# 250 原计划 6 月 1 日检修，现延期，具体检修时间待定 

虹港石化 150 原计划 6 月 1 日检修，现延期，具体检修时间待定 

逸盛大连 225 预估 7 月-8 月检修，具体检修时间待定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首创期货研究院 

后期供应来看，原计划 5 月下旬投产的逸盛新材料 350 万吨 PTA 新装置推迟至 7 月份投产，另一套 350

万吨新装置计划四季度投产。从装置检修和重启情况来看，恒力石化 5#250 万吨、虹港石化 150 万吨 6 月

初开始陆续检修，台化宁波 120 万吨装置计划 7 月初检修。在部分检修装置重启的同时，6-7 月份仍有部分

新增检修计划。整体评估三季度 PTA 市场将延续去库状态，但去库幅度小于二季度。 

 需求迎来旺季，下游有望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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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游的 PX 和 PTA 环节，二季度聚酯产品价格涨幅相对有限，聚酯产品现金流快速下滑。主要是

由于终端新增订单持续偏差，金三银四旺季预期落空，江浙织机负荷自 4 月中旬见顶回落。此外，盛泽地

区以及华南多个地区中小企业均受到限电政策影响，开工普遍下降。 

PTA、乙二醇和醋酸等原料价格高企，而终端订单不足，价格传导受阻。聚酯经过几轮降价促销，聚

酯产销效果一般，仅呈现脉冲式回升。4-5 月份聚酯产品库存及终端坯布库存持续攀升。聚酯现金流被大幅

压缩，长丝仍能够保持正的现金流，短纤处在盈亏平衡附近，而切片、瓶片已经陷入亏损。5 月份陆续有聚

酯切片、短纤和长丝企业开始减产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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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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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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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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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6 月份终端氛围有所改善。今年秋冬季面料备货有所提前，终端订单数量开始逐步回升，江浙织

机负荷在淡季中的下降幅度相对有限，而加弹机持续处于较高的开工水平。随着原油和 PTA 价格向上强势

突破，下游备货需求和部分投机性需求被激发，尤其是涤纶长丝产销明显回升库存得到一定消化。坯布库

存也自 5 月份的高点开始逐步下滑，低于近两年同期水平。 

从新增产能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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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周期和产能匹配的角度，聚酯环节对于上游 PX 和 PTA 的需求拉动作用是比较有限

的。 

后市展望及操作建议 

成本方面，中国和欧美经济逐步恢复，随着夏天用油旺季来临，原油需求将得到较强提振。而欧佩克+

维持逐步增产的谨慎策略。伊核谈判进度放缓，伊朗原油对市场的冲击被延后。预计国际油价将维持震荡

偏强走势，PTA 成本端存在较强支撑。 

三季度亚洲和国内 PX 检修计划有所减少，国内外开工将趋于回升。浙石化二期 500 万吨 PX 新装置推

迟至 7 月投产，PX 市场供应加大，抑制 PX 和 PXN 价差上修空间。 

供给方面，PTA 检修装置陆续重启国内开工提升，逸盛新材料 350 万吨 PTA 新装置计划 7 月投产，PTA

供应趋增。但前期 PTA 社会库存和交易所注册仓单持续消化，加之主流供应商缩减合约货供应量，现货市

场供应或阶段性受到影响。 

今年秋冬季面料备货有所提前，6 月份终端需求逆季节性回升，聚酯进入去库阶段，谨防订单前置造成

旺季需求被提前透支的风险。 

操作建议：预计三季度 PTA 期价前高后低，整体宽幅震荡，价格中枢取决于原油价格走势，谨慎偏多

操作。 

风险点：宏观货币政策走向，原油走势，新装置投产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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