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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展望
聚烯烃基本面有改善，价格或偏强运行

投资指南

摘要：

【行情复盘】

国际原油目前有欧美加息的利空，以及俄罗斯 3 月减产的利

好，使得国际油价目前仍呈现震荡态势。WTI 原油目前在 70 至 80

美元区间震荡以等待局面进一步演变。国内方面，聚烯烃供给压力

暂未释放，需求端有所改善，聚烯烃上周总体呈现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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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原油库存继续

上升，并且持续处于上升态势。俄罗斯原油减产可能只是持续至 3

月底的短期行为，因此，未来需求端的压力可能仍占据主导，油价

未来仍有下跌的风险。

聚烯烃基本面近期有边际好转的态势，目前新增产能的供给压

力还没有有效释放，而聚丙烯装置检修的效果更加明显，使得聚丙

烯供给继续缩减。需求方面，聚乙烯需求增长明显，超过了供给增

加。从库存看，聚丙烯总库存下降，聚乙烯库存则呈现由生产企业

库存向社会库存转移正常态势。从现货价看，PE 和 PP 现货价均呈

现小幅上涨的良好态势，因此，目前聚烯烃基本面对价格仍有支撑。

【下周展望】

虽然原油下跌对聚烯烃有向下的拖累，但是聚烯烃基本面仍有

望支撑聚烯烃价格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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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面

随着最新的美联储会议纪要发布，市场再度关注通胀和经济衰退，美东时

间周三下午 3点（北京时间周四凌晨 3点），美联储公布的最新货币政策会议

纪要，成为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最新发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美联储官

员支持放缓加息，认为放慢速度是平衡紧缩过度和紧缩不足的最佳方式，但也

有部分官员警告，放慢加息有风险。官员们普遍认为，有迹象表明，尽管美国

通胀正在回落，但鉴于通胀率仍远高于 2%的目标，且劳动力市场供应依然非

常紧张，“继续加息是必要的”。联储官员一致认为，经济活动前景面临下行

风险。此类风险的来源包括，在增长低迷的环境中经济可能因意外的负面冲击

而陷入衰退，主要央行同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因为美国法定债务上限

可能不会及时提高，而导致金融体系和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受干扰。

目前外围市场宏观面的利空仍然存在。

二、 基本面

1、原油

截止 2 月 17 日，美国原油日产仍稳定在 1230 万桶/日，连续三周稳定在

这一水平。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增加 764.7 万桶，升至 47904.1 万桶。美国汽油

库存 24006.6 万桶，较上周下降 185.6 万桶。包括战略储备的全口径库存

163305.8 万桶，较上期增加 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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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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称 3 月俄罗斯西部港口的石油出口削减幅度可能将达到 25%，相当

于 62.5 万桶/日，以提振石油价格。截至目前，俄罗斯能源部未对这一消息作

出回应。据俄罗斯的消息人士称，减少出口是为了提高俄罗斯海运原油的价格。

但也有人解读为，这是俄罗斯对欧美下一轮制裁的报复行为。

综合来看，目前原油需求端承受的压力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美联储持续加

息对需求的抑制逐步显现，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上升，未来需求端的压力仍可能

导致原油再次下跌。

2、PE

2.1、聚乙烯供给增加

据隆众资讯，截止 2 月 23 日的一周，我国聚乙烯产量总计在 54.10 万吨，

较上周增加4.74%。具体来看，独山子30万吨/年新全密度2线重启，使得LLD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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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有所增加。兰州石化 20万吨/年 LDPE 装置重启，使得产量有所回升。并

且 HDPE 也呈现产量上升的态势。

2.2、下游需求继续恢复

据隆众资讯，截止 2 月 17 日的一周，中国聚乙烯生下游制品平均开工率

较前期上涨 6.45%，较去年同期上涨 8.00%。其中农膜整体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4.47%；PE 管材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5.17%；PE 包装膜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8.04%；

PE 中空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7.65%；PE 注塑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4.05%；PE 拉丝

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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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生产企业库存继续向社会库存转移

据隆众资讯，截至 2023 年 2 月 22 日，中国聚乙烯生产企业样本库存量：

46.69 万吨，较上期跌 6.43 万吨，环比跌 12.10%，库存趋势维持跌势。主要

因为下游工厂产能利用率不断提升，刚需补库跟进，资源消化较快；两油去库

加快，市场心态好转明显，投机交易增多，市场资源消化加快，生产企业库存

向下传导，库存下跌较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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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23 年 2月 17 日，PE 社会样

本仓库库存较上周期增加 1.44 万吨，环比增加 1.88%。因此，目前企业库存

正在向社会库存转移。

2.4、PE现货价格反弹

据 wind 资讯，截止 2 月 23 日，华南地区，广州石化 7042 出厂价 8400

元/吨，较上周上涨 50元/吨，广东顺德 7042 市场价 7900 元/吨，较上周上涨

50元/吨。华东地区，南京 7042 市场价 835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50 元/吨。

扬子石化 7042 出厂价 830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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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P

3.1、聚丙烯供给继续下降

据隆众资讯，截止 2 月 23 日的一周：中国聚丙烯产量：56.62 万吨，较

上周期减少 0.78 万吨，跌幅 1.36%，延续跌势。周内聚丙烯生产企业检修继

续增多，使得虽然新增产能陆续放量，但聚丙烯总体产量仍然下降。

3.2、下游需求恢复趋缓

据隆众资讯调研：开工略微提升，塑编较上周上涨 0.42%，PP 注塑较上周

上涨 0.30%，BOPP 较上周下降 0.05%，PP 管材较上周上涨 2.22%，胶带母卷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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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下降 1.52%，PP 无纺布较上周下降 1.25%，CPP 较上周持平。PP下游平均

较上周上涨 0.11%，较去年同期高 2.49%。

3.3、聚丙烯库存再次下降

截至 2023 年 2 月 22 日，中国聚丙烯总库存量：91.76 万吨，较上期跌 4.20

万吨，环比跌 4.38%。周内现货报盘上涨，贸易商完成计划量开单拿货，库存

继续向贸易商转移，且装置检修增多，检修损失量增加，供应缩量明显，上周

总库存量下降。

3.4、聚丙烯现货小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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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 月 23 日，华南茂名石化 T30S 出厂价 8050 元/吨，较上周上涨 50

元/吨。杭州 T30S 市场价 8200 元/吨，较上周上涨 50元/吨。

三、 行情展望

欧美加息对需求的抑制正在逐步显现，上周美国原油库存继续上升，并且

持续处于上升态势。俄罗斯原油减产可能只是持续至3月底的短期行为，因此，

未来需求端的压力可能仍占据主导，油价未来仍有下跌的风险。

聚烯烃基本面近期有边际好转的态势，目前新增产能的供给压力还没有有

效释放，而聚丙烯装置检修的效果更加明显，使得聚丙烯供给继续缩减。需求

方面，聚乙烯需求增长明显，超过了供给增加。从库存看，聚丙烯总库存下降，

聚乙烯库存则呈现由生产企业库存向社会库存转移正常态势。从现货价看，PE

和PP现货价均呈现小幅上涨的良好态势，因此，目前聚烯烃基本面对价格仍有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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