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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展望
需求端仍是聚烯烃反弹的重要关注

投资指南

摘要：

【行情复盘】

美国就业及消费数据仍然强劲，市场对美联储继续加息紧缩的

担忧上升。WTI 原油上周再次回落，再次跌至 77 美元一线。国内

方面，聚烯烃供给压力暂未释放，但需求端改善尚不足够，聚烯烃

上周震荡，塑料 2305 上涨 0.96%，PP2305 上涨 0.46%。

【宏观面及基本面】

欧美加息对需求的抑制正在逐步显现，上周美国原油及成品油

库存大幅上升，并且持续处于上升态势。油价仍有进一步下跌的压

力。

聚烯烃基本面方面，目前供给压力还没有释放，利空尚不明显。

目前需求虽有恢复，但是力度仍不足够，表现在聚烯烃库存没有有

效下降，同时聚烯烃现货价仍然偏弱。

【下周展望】

目前基本面支撑有限，未来如果原油再次下跌，聚烯烃成本支

撑将再次减弱。因此，未来聚烯烃能否上涨仍主要取决于需求端的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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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面

2月1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3%，

高于市场预期的2%，前值为-1.1%，为2021年3月以来最大增幅。扣除汽车

和汽油后，1月核心零售销售环比为2.6%，大幅高出市场预期的0.2%，也

创下近两年来最大涨幅，前值为-0.7%。相关零售数据都没有经过通胀调

整。美国零售数据公布后，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上升。据CME“美

联储观察”，美联储3月加息25个基点至4.75%—5.00%区间的概率为87.8%，

加息50个基点至5.00%—5.25%区间的概率为12.2%，高于一天前的9.2%；

到5月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20.1%，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

70.5%，累计加息75个基点至5.25%—5.50%区间的概率为9.4%；到6月份累

计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47%。

目前加息仍是欧美的主要利空，并且利空的累积影响将持续显现。

二、 基本面

1、原油

截止 2 月 10 日，美国原油日产仍稳定在 1230 万桶/日。美国商业原油库

存意外激增 1628.3 万桶，创 2021 年 3月份以来最大单周升幅，升至 47139.4

万桶。美国汽油库存 24192.2 万桶，较上周增加 231.6 万桶。包括战略储备的

全口径库存 162975.6 万桶，较上期增加 1920.9 万桶。目前美国加息的累积利

空效应已经有所显现，美国原油及成品油库存连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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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5日，国际能源署发布了 2 月份的世界能源报告，报告称目前

全球石油市场总体平静，在 2023 年上半年，世界石油供给将超过需求。但是

随着经济和需求的复苏、俄罗斯石油的减产和欧美对俄制裁的实施，市场依然

存在快速反转的可能性。国际能源署预计，2023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每天

1.019 亿桶，相比于 2022 年，需求增加 200 万桶/日。在供给方面，2023 年 1

月石油供给总体稳定，约为每天 1.008 亿桶，国际能源署预计 2023 年全球石

油供给会增加 120 万桶/日。

2、PE

2.1、聚乙烯供给小幅上升

据隆众资讯，截止 2月 16 日的一周，我国聚乙烯产量总计在 51.65 万吨，

较上周增加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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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下游需求恢复

据隆众资讯，截止 2 月 9日的一周，中国聚乙烯生下游制品平均开工率较

前期上涨 8.71%，较去年同期上涨 8.70%。其中农膜整体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10.56%；PE 管材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6.00%；PE 包装膜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8.52%；

PE 中空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12.06%；PE 注塑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5.95%；PE 拉丝

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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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5 日，中国聚乙烯生产企业样本库存量：

53.12 万吨，较上期跌 3.64 万吨，环比跌 6.41%，库存由涨转跌。主要因为生

产企业加大考核力度，贸易商被动开单，库存向下转移；其次因为生产企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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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下调出厂价，低价刺激部分需求；但是下游工厂产能利用率上涨较慢，资源

消化较慢。截止到 2023 年 2 月 10 日，PE 社会样本仓库库存较上周期增加 2.86

万吨，环比+3.87%。

2.4、PE现货价格偏弱

据 wind 资讯，截止 2 月 16 日，华南地区，广州石化 7042 出厂价 8350

元/吨，较上周持平，广东顺德 7042 市场价 78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50元/

吨。华东地区，南京 7042 市场价 8200 元/吨，较上周持平。扬子石化 7042

出厂价 8200 元/吨，较上周下跌 100 元/吨。

3、PP

3.1、聚丙烯供给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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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隆众资讯，截止 2月 16 日的一周：中国聚丙烯产量：57.4 万吨，较上

周期下降 2.0 万吨，降幅 3.4%。周内部分聚丙烯生产企业临时停车，检修损

失量有明显增加，使得产量出现下滑。

3.2、下游需求继续恢复

据隆众资讯调研：上周国内聚丙烯下游行业开工小幅提升，塑编较上周上

涨 2.74%，PP 注塑较上周持平，BOPP 较上周下降 0.18%，PP 管材较上周上涨

6.78%，胶带母卷较上周持平，PP无纺布较上周上涨 2.12%，CPP 较上周上涨

5.75%。PP 下游平均较上周上涨 1.71%，较去年同期高 3.80%。

3.3、聚丙烯库存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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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2 月 15 日，中国聚丙烯总库存量：95.96 万吨，较上期涨 3.25

万吨，环比涨 3.50%，较上周上涨。本周检修装置增多，且广东石化尚未产出

合格料，供应端压力减缓，但下游订单提升有限，贸易商积极消化库存为主，

开单积极性偏弱，本周总库存量上涨。

3.4、聚丙烯现货弱势延续

截止 2 月 2 日，茂名石化 T30S 出厂价 8000 元/吨，较上周下跌 100 元/

吨。

三、 行情展望

欧美加息对需求的抑制正在逐步显现，上周美国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大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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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并且持续处于上升态势。油价仍有进一步下跌的压力。

聚烯烃基本面方面，目前供给压力还没有释放，利空尚不明显。目前需求

虽有恢复，但是力度仍不足够，表现在聚烯烃库存没有有效下降，同时聚烯烃

现货价仍然偏弱。基本面支撑有限，未来如果原油再次下跌，聚烯烃成本支撑

将再次减弱。因此，未来聚烯烃能否上涨仍主要取决于需求端的改善。



8

免责声明

此报告著作权归华龙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华龙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传播本报告的内容。此报告中所使用的商标、

标记均为华龙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标、标记。

此报告所载内容仅作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且华龙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不因接收人收到此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华龙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华龙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及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本

报告包含的信息或建议在本报告发出后不会发生任何变更，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和预

测均反映本报告发布时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可能在随后会做出调整。此报告中的操作建

议为研究人员利用相关公开信息分析得出，仅供参考，据此入市风险自负。

此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我们建议阁下如果有任何疑问应咨询独

立投资顾问。本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且不对任何投资及策略做担

保，此报告不构成给予阁下的私人咨询建议。

联系我们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兰州总部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308号4楼 4000-345-200 730000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社区大冲商务中心

（三期）4栋17B、17C1702
0755-88608696 518000

宁夏分公司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馨和苑10号商业楼18号

营业房
0951-4011389 750004

上海营业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桃林路18号A楼

1309、1310室
021-50890133 200122

酒泉营业部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西文化街6号3号楼2-2室 0937-6972699 735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