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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展望
受国内宏观面提振，聚烯烃期货强势运行

投资指南

摘要：

【行情复盘】

随着美国通胀数据缓和，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市场预期美联

储加息利空弱化，原油随之反弹。但持续加息导致经济衰退的风险

仍然存在，目前美原油再次回落至 79 美元一线。受国内宏观面改

善预期的提振，聚烯烃走势强劲。节前一周，塑料 2305 上涨 2.99%，

PP2305 上涨 3.27%。

【宏观面及基本面】

目前宏观面的确有所改善，美国方面随之美联储加息步伐放

缓，市场对紧缩的利空有所淡化。中国方面受房地产预期回暖以及

疫情防控放开所带来的需求恢复的提振，聚烯烃期货走势明显强于

现货。

但是，从目前美国原油库存情况来看，需求仍受到加息紧缩的

负面影响。而国内聚烯烃基本面也未呈现和期货涨势匹配的实质性

利好。PE 方面，受节日因素影响，PE 供给增加，需求下滑，这符

合季节性规律，并且 PE 生产企业库存仍然下降。PP 方面，同样呈

现需求下降，库存下降的态势。

【下周展望】

在良好预期的提振下，目前聚烯烃期货已经升水现货。未来聚

烯烃基本面能否支撑期货升水的局面还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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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面

近日，在欧美衰退预期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主要原因

便是对中国宏观面好转的预期。中国 2022 年全年 GDP 增长 3%，第四季度增长

2.9%，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持续优化、社会运行

恢复常态，中国经济将会迎来恢复性增长，逐渐向潜在增速回归。

除了疫情防控放开，国家对房地产的大力支持也是宏观面改善的重要力

量。1 月 17 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再次

重申，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刘鹤指出，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

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 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 50%，房地

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 60%。2021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和销

售急剧下降现象，房地产企业普遍出现流动性不畅、资产负债表恶化，个别头

部企业面临重大风险。刘鹤指出，房地产领域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引发

系统性风险，必须及时干预，但要注意处理好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关系。”

刘鹤说，第一，通过保护契约和产权，稳定预期。针对涉及全国 188 万居民的

2600 多个已付款未交付项目，从“保交楼”入手，使市场避免恐慌。第二，

大量输血，改善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提供贷款、为房企发

债提供担保、促进股权融资等。第三，放松在房地产市场过热期间采取的管制

措施，扩大有效需求，使房地产公司具备造血功能。通过这些努力，市场供求

关系开始明显改善。从未来看，中国仍处于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巨大的需求

潜力将为房地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 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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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油

截止 2023 年 1 月 13 日，美国原油产量为 1220 万桶/日，较上期持平。同

期美国原油库存 44801.5 万桶，较上周增加 840.8 万桶，并且连续两周大幅上

升。同期美国原油战略储备 37157.9 万桶，较上周下降 0.1 万桶。同期美国原

油和石油产品（包括战略储备）160160.7 万桶，较上周上升 237.8 万桶，连

续两周上升。截止 1 月 13 日的数据显示，美国供需正在走弱，战略储备库存

降幅明显放缓，商业原油库存连续大幅上升，进而导致全口径库存连续两周上

升。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周二表示，今年中国的石油需求将反弹，并推动

全球经济增长。该组织对 2023 年的世界经济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OPEC

公布的最新月报预计，2023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 220 万桶/日，达到 1.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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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桶/日，而今年欧佩克以外的石油供应将增加 150 万桶/日。这些估计与上个

月的报告基本持平。OPEC 预计，2023 年一季度原油市场供需将保持平衡。

2、PE

2.1、聚乙烯供给上升

据隆众资讯，截止1月19日的一周，中国聚乙烯产量总计在53.06万吨，较

上周增加3.54%

2.2、下游需求下滑

据隆众资讯，截止 1 月 19 日的一周，中国聚乙烯生下游制品平均开工率

较上周期下跌 14.72%，较去年同期下降 22.30%。其中农膜整体开工率较上周

期下跌 5.96%；PE 管材开工率较上周下跌 10.50%；PE 包装膜开工率较上周期

下降 22.81%；PE 中空开工率较上周期下降 8.53%；PE 注塑开工率较上周期下

跌 11.90%；PE 拉丝开工率较上周期下降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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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生产企业库存下降，社会库存上升

据隆众资讯，截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截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中国聚乙

烯生产企业样本库存量：33.00 万吨，较上期跌 4.62 万吨，环比跌 12.28%，

库存趋势维持跌势。主要因为宏观利好刺激叠加成本端支撑增强，市场对节后

信心增强；其次因为生产企业积极预售春节期间资源，促进库存向下传导。虽

然下游工厂陆续放假，但是贸易商积极完成计划，投机交易增加明显，市场拿

货情绪旺盛下，生产企业库存跌幅扩大。截止到 2023 年 1月 13 日，PE 社会

样本仓库库存较上周期增加 5.75 万吨。

2.4、PE现货价格小幅波动

据 wind 资讯，截止 1 月 17 日，华南地区，广州石化 7042 出厂价 8250

元/吨，较上周持平，广东顺德 7042 市场价 7950 元/吨，较上周下降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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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华东地区，南京 7042 市场价 8200 元/吨，较上周上涨 50元/吨。扬子石

化 7042 出厂价 8050 元/吨，较上周持平。

3、PP

3.1、聚丙烯供给小幅下降

据隆众资讯，截 1 月 19 日的一周：59.24 万吨，较上周期减少 0.22 吨，

跌幅 0.37%，延续跌势。周内聚丙烯生产企业检修损失量变化不大，但企业整

体负荷略有下滑，因此产量小降。

3.2、下游需求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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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隆众资讯调研：本周国内聚丙烯下游行业（包括塑编、注塑、BOPP、PP

管材、胶带母卷、PP无纺布、CPP 共 7个下游行业）开工明显下降，塑编较上

周下降 9.50%，PP 注塑较上周下降 17.00%，BOPP 较上周下降 2.79%，PP 管材

较上周下降6.78%，胶带母卷较上周下降19.56%，PP无纺布较上周下降29.75%，

CPP较上周下降42.50%。PP下游平均较上周下降14.94%，较去年同期低0.91%。

3.3、聚丙烯库存下降

截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中国聚丙烯总库存量：67.65 万吨，较上期跌 3.04

万吨，环比跌 4.30%，较上周下跌。春节假期将至，市场交投基本停滞，生产

企业去库为主，贸易商多数为完成计划量开单拿货，上游库存继续向中间环节

转移,因此本周总库存量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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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聚丙烯现货延续弱势

截止 1 月 17 日，茂名石化 T30S 出厂价 7950 元/吨，较上周持平，杭州

T30S 市场价 8000 元/吨。

三、 行情展望

从美国目前原油的库存来看，需求可能正在受到加息的抑制，随之而来

的是美国及欧洲仍有衰退的风险，因此，油价可能并未完全摆脱下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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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聚烯烃走势偏强，应是受到国内宏观面向好的提振。但是，聚烯烃

基本面并未有实质性好转，PE方面，进入 1月，石化检修陆续接近尾声，供

应压力回升明显。较 12月检修损失量减少 33.79%。新投产方面，广东石化 40

万吨/年全密度、40万吨/年 HDPE、40 万吨全密度二线计划于 1 月底 2 月初投

产，产量将逐步释放市场，后期国内聚乙烯市场供应压力加大。PP方面，2013

年一季度聚丙烯市场新投产装置较多，产能达到 375 万吨，供应压力较大。而

节前聚丙烯期货走势明显强于现货，；应是对未来宏观面改善及年后需求恢复

的预期，届时仍需验证需求端是否足够强劲，以承接供给端增量。

https://plas.oilchem.net/328/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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