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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酯 双 品 种 月 度 报 告 2021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三

EG 远端供应压力大 关注 5-9 价差逢低

做多机会

执笔: 程焓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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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资格: F3076318

一．聚酯产业链月度涨跌幅（截止 3 月 31 日数据）

Brent 原油 -0.38%

石脑油现货价 -4.44%

PX CFR 中国主港 -6.91%

PTA 主力合约 -8.06%

MEG 主力合约 -17.27%

涤纶长丝 POY -4.39%

涤纶短纤 -15.39%

二．行情回顾

3 月份国际原油价格受到多头获利了结及苏伊士运河堵塞等因素影响，波动幅度较大，价格走

势呈现“N”字型，聚酯链中下游品种大多对原油的下挫反映较为敏感，整体走势以下跌为主。分

品种来看，分品种来看，PTA 主力合约由月初 4766 元/吨震荡下行至 3 月 31 号 4382 元/吨，跌幅

在 8.06%，临近月末，原油价格有所反弹，TA 下方空间受限；MEG 主力合约承压最为明显，由于

前期涨幅累积过大，随着商品市场整体回调，新增产能投放消息频出，乙二醇市场重心快速下行，

EG 主力合约价格由月初 6032 元/吨下行至 3 月 31 号 4990 元/吨，跌幅在 17.27%。

现货价格走势和期货基本相同。TA 方面，由于工厂效益低下，今年年检落实力度较往年大，且

临近月末，部分主流供应商宣布减少合约供应量，现货流通性偏紧，基差走强明显，目前盘面已有

升水转为小幅贴水。MEG 方面 3 月份基差持续走弱，由于前期累积涨幅扩大，当商品市场整体开

始回调，场内贸易商开始恐慌性出货，加之个别煤化工装置重启以及供应商出货影响，市场情绪偏

弱。

图表 1：PTA、MEG 期现价及基差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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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福能期货研究院

三．乙二醇基本面

1. 市场价格重新估值，乙二醇回吐二月涨幅

三月份国内商品市场在二月强势上扬后，急转直下，而受到前期涨幅过大的因素影响，乙二醇

价格重新估值，挤出前期累积的部分水分。首先是在原油下跌的过程中，市场获利盘增多，从而受

到较重的卖压，且贸易商也开始有恐慌性抛售动作。此外，基本面弱预期也进一步打开了乙二醇的

下跌空间，期间，乙二醇新增产能的计划投放消息频出，外盘方面装置也开始陆续重启，具体体现

到到港量上，周到港量已由前期 8、9 万吨低位迅速回升至 10-20 万吨的正常水平。加之聚酯产销

开始冷却，大部分时间维持在 3、4 成附近，市场观望心态严重背景下，工厂多使用合约货，现货

采购意向一般。因此，市场多重利空因素共振下，乙二醇价格重心下滑明显。

图表 2：乙二醇华东地区主港库存

数据来源：WIND 福能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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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望后续：强现实弱预期下，乙二醇市场陷入僵持

库存方面，近期乙二醇港口库存低位持续去库，截止 3 月 29 日，华东地区主港库存在 54.47

万吨，环比下降 3.71 万吨。上周港口地区受到天气因素影响，长江出现封航现象，导致实际到港

量于到港预报量产生较大偏差，加上聚酯工厂补货动作仍能够维持，港口发货顺畅，带动港口去库。

后续来看，4-5 月份进口增量的预期不强，若聚酯工厂能维持 90%以上高位负荷，那么累库压力则

不大。

开工方面，截止 3 月 26 日，国内乙二醇开工已达 74.2%，新增产能方面，近期多套新装置已

落实投产计划，陕西渭化 30 万吨及新疆天业 20 万吨均已顺利投产，4 月下旬卫星石化及浙石化二

期等存投产计划，国内乙二醇远端压力较大。

短线来看，成本端国际原油价格仍未企稳，且乙烯价格也暂未企稳，因此单边操作风险较大，

基于乙二醇近强远弱的格局，建议关注合约跨月方面的机会，5-9 价差 40 附近择机布局多单。

图表 3：MEG 各路线现金流

数据来源：WIND 福能期货研究院

工厂 产能 时间

陕西延长石油 10 上半年

湖北三宁 60 上半年

陕西渭河郴州化工有限公司 30 上半年

鄂托克旗建元煤焦化乙二醇 24 上半年

陕西榆林化学 180 下半年

神华榆林 40 下半年

安徽昊源化工 30 下半年

广西华谊 20 下半年

宁夏宝利新能源 20 下半年

山西美锦 30 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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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广汇 20 下半年

四．PTA 基本面

1. 国际油价高位回调，拉垮 TA 价格，加工差一蹶不振

原油方面，三月开始欧洲疫情反复，市场对油市需求忧虑加重，加之美元走强，美国债收益

率持续上升，国际油价承压下跌，但供应端短期主动减产和长期被动收紧仍然对原油价格起到支撑

作用，短线国际油价预计以宽幅调整为主，等待需求的恢复对国际原油市场提供进一步指引。PX

环节由于前期效益回升，工厂开工意愿增强，而下游 PTA 多套装置检修，PX 供需面阶段性转为过

剩局面，因此三月份价格跟随成本端出现回调走势，短期来看，在下游 TA 工厂大面积检修的背景

下，PX 需求端有所承压，但按以往规律来看，PX 工厂往往在二季度步入传统检修季，此外，2-3

月份 PX 市场装置因意外停车时间频发，令市场对未来供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总的来看，目前 PX

供需面处于相对稳定的弱平衡状态，市场对未来方向不明确，观望气氛较为浓厚，短线跟随成本端

宽幅震荡为主，PXN 在明确利好出现前，维持 220-270 美元/吨区间波动，后续重点关注浙石化二

期的投产进度。

图表 4：PXN 走势

数据来源：WIND 福能期货研究院

2. TA 工厂效益低下，年检力度较往年大，拉动基差走强

虽然 3 月份 TA 价格与成本端同步回调，但 TA 跌幅大于原料端，导致全行业近乎亏损，TA 加

工差始终一蹶不振，始终徘徊在 300 元/吨附近，此外，TA 另一原料醋酸的强势价格也是导致工厂

效益不佳的始作俑者，醋酸价格近期创下近几年新高。随着 TA 的效益压缩，工厂检修计划逐步落

实。按照往年规律，每年二季度为 TA 装置集中检修期，检修时长一般在 2-3 周，但若企业效益较

为可观，部分厂家则倾向于推迟检修。今年来看，3 月中旬开始，TA 市场装置检修消息频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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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恒力、逸盛等大厂的大线装置公布年度检修计划，2 季度装置检修计划逐渐明朗。具体来看，

3-6 月 TA 装置计划检修产能达 1835 万吨，平均检修时长按照 15 天来测算，折合产量损失在 75

万吨附近。除装置检修外，近期两大头部生产商也相继宣布 4 月份合约供应量分别减少至原来的

70%和 80%。

虽然盘面看似对工厂检修及主流供应商减少合约供应量的反应不大，但是供应端的收缩导致现

货流通性偏紧，从而带动 TA 基差走强，近期 TA 期现格局已由去年大部分时候的期货深度升水现货

转为在平水附近波动。预计在供应端收缩的背景下，TA 基差维持强势判断。

装置 产能（单位：万吨） 检修时间

中泰 120 3.7 检修，计划 5 月中旬重启

华彬 140 3.6 检修一个月

恒力 4 250 3.6 起检修两周

恒力 1 220 计划 3-4 月检修两周

恒力 5 250 计划 4 月检修两周

英力士 125 已于 3.17 检修，时长两周

桐昆 150 4 月初检修 15-20 天

新凤鸣 250 计划 4 月检修，预计两周

逸盛宁波 65 计划近期检修

利万 70 计划 5 月检修，重启时间未定

台化 120 计划 6 月检修两周

亚东 75 计划 6 月检修一周

产能合计 1835

数据来源：CCF 福能期货研究院

图表 5：PTA 加工差、PTA 工厂负荷

数据来源：WIND 福能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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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求端

节后聚酯环节负荷提升顺畅，截止 2021 年 3 月 26 日，聚酯工厂负荷在 92.8%，远远高于往

年同期水平，而从库存上看，节后产业链自下而上的补货动作带动涤丝各品种迅速去库，但近期由

于聚酯下游有充足的原料备货，采购动作冷却，近两周来看，江浙涤丝产销多数时间在 2-3 成附近

徘徊，聚酯产销转弱背景下，聚酯库存扭头向上，具体来看，截止 3 月 26 日，POY 库存指数在 17

天，环比增加 2.5 天，FDY 及 DTY 库存均在 20 天以上，而涤短库存虽依然负位运行，但较超卖最

严重时期已缓解不少，目前短纤库存在-0.3 天左右，可以说，聚酯环节的库存压力已经不容小觑。

目前终端原料库存处于较高水平，普遍能用至四月中下旬，但原料库存迟早将要消化，因此市

场普遍对四月份终端新单的下达存有期待。

图表 6：聚酯涤纶长丝、短纤现金流

数据来源：WIND 福能期货研究院

六．行情展望

综合来看，目前 TA 基本面多空交织，供应端虽收缩明显，但仓单注销动作增多，仓单货流入

市场一定程度上抵充装置检修的利好，短线行情仍由成本端主导，市场普遍关注四月中下旬中下游

补库情况，若补库力度较大，TA 基本面或将迎来新的指引，可关注逢低短多机会。EG 方面，港口

库存持续小幅去库，但目前国内装置重启较多，且海外前期停车装置也已陆续回归，远期供应压力

较大，近强远弱格局维持，建议关注 5-9 价差逢低做多机会，入场点位参考 100 附近，目标位 400。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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