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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展望
油价下跌仍是聚烯烃短期拖累

投资指南

摘要：

【行情复盘】

上周，硅谷银行等连续暴雷，反映美联储持续加息对金融系统

的压力，市场担忧引发系统性风险。国际原油大跌 10%左右。受原

油拖累，聚烯烃跟随下跌，塑料 2305 上周下跌 1.88%，PP2305 下

跌 1.91%。

【宏观面及基本面】

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仍未转向，加息的边际利空及累积利空仍

然存在，美国银行业危机并未完全解除，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油

价仍有进一步下跌的可能。

近期油价下跌是拖累聚烯烃下跌的主要力量。聚烯烃基本面未

呈现明显压力，目前聚烯烃供给端压力并不明显，需求仍在缓慢上

升，供需对比来看，聚烯烃库存表现良好，现货价未有明显下跌。

【下周展望】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好，需求端将继续好转，聚烯烃仍

有上涨的机会，但是短期内需要油价下跌的压力进一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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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面

受美联储持续加息的累积效应影响，上周，美国多家银行报出风险，

硅谷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签名银行接连倒闭，随后美国财政部、美联

储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已宣布采取行动，为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的全部储

户存款托底。据美国媒体16日报道，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

银行等六大行领衔的11家华尔街大型银行，向第一共和银行注资300亿美

元，以防止地区银行业危机进一步蔓延。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3月12

日表示，美国硅谷银行破产关闭，其核心问题在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持

续上调利率，而非企业问题。她说，美国政府不会对硅谷银行实施救助。

耶伦当天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说，硅谷银

行的问题显示，由于美方处于更高的利率环境，银行所持债券等金融资产

市价不断下跌。

另一方面，美国的CPI数据并未超出预期，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美联储的加息压力。2月份CPI较1月份上涨6%，前值则是6.4%。Bleakley

Financial Group首席投资长布克瓦表示，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30分CPI报告

公布后，期货市场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上升至84%。这个加息幅度对于资

产价格的影响相对正面。另外，美国高盛集团预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本月不会加息，原因是金融领域“最近的压力”。

因此，目前的关注重点就是美联储如何平衡加息抗通胀与防止银行业

大范围倒闭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美联储3月加息幅度就是市场的核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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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二、 基本面

1、原油

截止 3 月 10 日，美国原油日产仍持平于 1220 万桶。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上

升 155 万桶，升至 48006.3 万桶。美国汽油库存 23599.7 万桶，较上周下降

206.1 万桶。包括战略储备的全口径库存 163000.1 万桶，较上期下降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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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体上升。

目前美联储持续加息对原油需求的抑制作用已经有所显现，原油库存，汽

油库存，及全口径库存均呈现总体上升的态势。未来随着加息的持续，需求将

进一步受到抑制，库存可能进一步上升，油价也将继续面临需求紧缩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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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

2.1、聚乙烯供给总体平稳

据隆众资讯，截止 3月 16 日的一周，我国聚乙烯产量总计 52.8 万吨，较

上周上升 0.12%。具体来看，大庆石化、海南炼化、镇海炼化等全密度装置检

修，使得线性产量有所减少。扬子巴斯夫 LDPE 装置常规检修，使得 LDPE 产量

有所减少。中海壳牌 HDPE、齐鲁石化全密度装置重启，使得 HDPE 产量有所增

加。

2.2、下游需求缓慢上升

据隆众资讯，中国聚乙烯下游制品平均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1.94%，较去年

同期上涨 0.50%。其中农膜整体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1.14%；PE 管材开工率较前

期上涨 0.50%；PE 包装膜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2.04%；PE 中空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1.24%；PE 注塑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5.24%；PE 拉丝开工率较前期上涨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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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生产企业库存上升、社会库存下降

据隆众资讯，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中国聚乙烯生产企业样本库存量：

49.65 万吨，较上期涨 1.81 万吨，环比涨 3.78%，库存趋势维持涨势。主要因

为下游工厂产能利用率增长进一步放缓，刚需增长缓慢；其次因为生产企业看

好后市，积极挺价，贸易商开单减少。虽然市场走势偏弱，但是生产企业压力

不大，积极挺价，而市场抵触高价，成交难有放量，生产企业库存向下传导受

阻。截止到 2023 年 3月 10 日，PE 社会样本仓库库存较上周期减少 1.95 万吨，

环比减少 2.49%。

2.4、PE现货价格小跌

据 wind 资讯，截止 3 月 16 日，华南地区，广州石化 7042 出厂价 8300

元/吨，较上周下跌 50元/吨，广东顺德 7042 市场价 7830 元/吨，较上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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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元/吨。华东地区，南京 7042 市场价 83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50元/吨。

扬子石化 7042 出厂价 8300 元/吨，较上周下跌 100 元/吨。

3、PP

3.1、聚丙烯供给延续上升

据隆众资讯，截止 3 月 16 日的一周：中国聚丙烯产量：60.83 万吨，较

上周期增加 0.80 万吨，涨幅 1.35%，延续上升趋势。周内生产企业开工稳定，

检修损失量继续减少，因此产量数据继续上升。

3.2、下游需求恢复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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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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无

纺布等行业开工小幅下降，PP注塑、BOPP、PP 管材、CPP 等行业开工小幅上

升。PP下游平均开工率涨至 47.91%，较去年同期低 2.49%。

3.3、聚丙烯库存继续下降

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中国聚丙烯总库存量：83.95 万吨，较上期跌 2.15

万吨，环比跌 2.50%。下游新增订单有限，工厂接货意愿偏弱，周内聚丙烯市

场偏弱运行，目前新增检修计划不多，叠加一季度新增产能集中落地，产品陆

续投放市场，供应压力凸显，生产企业与贸易商库存缓慢下降，港口方面，前

期生产及贸易出口及转口资源逐步离港，且到港资源减少，港口库存环比小幅

下跌，综合来看，聚丙烯总库存量呈现下跌态势。

https://plas.oilchem.net/329/3976/
https://plas.oilchem.net/329/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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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聚丙烯现货暂稳

截止 2 月 23 日，华南茂名石化 T30S 出厂价 8050 元/吨，较上周持平。

三、 行情展望

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仍未转向，加息的边际利空及累积利空仍然存在，

美国银行业危机并未完全解除，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油价仍有进一步下跌的

可能。

近期油价下跌是拖累聚烯烃下跌的主要力量。聚烯烃基本面未呈现明显

压力，目前聚烯烃供给端压力并不明显，需求仍在缓慢上升，供需对比来看，

聚烯烃库存表现良好，现货价未有明显下跌。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好，需求端将继续好转，聚烯烃仍有上涨的

机会，但是短期内需要油价下跌的压力进一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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