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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面分析 

1、美国大选结果不明朗，市场风险情绪升温 

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阶段，市场聚焦在内华达州的选票情况，如果拜登赢下内华达州（6

张选举人票）将足以使他获得 270 张选举人票，达到过半数。对于特朗普而言，需要赢得所

有剩余摇摆州的选票才能集齐 270 张选票，这些摇摆州包括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

法尼亚州、内华达州。随着美国大选选情发生变化，两方竞选人频频出现新举动。面对“摇

摆州”选情变化，特朗普竞选团队 4 日称，已先后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发

起诉讼，要求法院下令停止当地计票。但很快佐治亚州法官驳回了诉讼，不久后美国密歇根

州法官也驳回了特朗普竞选团队就“立即中止密歇根州计票工作”提起的诉讼。 

2、欧美疫情形势依旧严重，原油需求担忧挥之不去 

意大利周四新增新冠感染病例数创记录最高，美国单日新增病例再超 10 万例，连续第二

天刷新记录高点。欧洲瑞穗证券能源期货主任表示，随着天气逐渐转冷，疫情可能愈加恶化，

欧洲式封锁措施的威胁迫在眉睫。 

3、消息人士：若抗疫封锁破坏全球经济，OPEC+或考虑深化减产 

消息人士周二对标普称，全球经济前景阴霾笼罩，加之近期油价下滑，可能促使 OPEC+

将减产规模再次增至历史高位。多为代表称，市场状况已经在所谓的 OPEC+联盟内部达成了推

迟增产的共识，但具体细节仍存在很大变数。各产油过能源部长将在 11月 30 日至 12月 1日

举行会面，就该问题进行磋商并宣布最终决定。 

4、EIA：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大幅下滑，因飓风令美湾减产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799.8 万桶，预估为增加 89

万桶。上周美国原油产量下滑 60 万桶/日至 1050 万桶/日，主要由于飓风导致墨西哥湾关闭。

上周炼厂原油加工量增加 16.4万桶/日，炼厂产能利用率增加 0.7 个百分点至 75.3%。汽油库

存增加 154.1 万桶，预估为减少 87.1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158.4 万桶，

预期为减少 200 万桶。 

图 1. EIA 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单位：万桶） 图 2. 乙二醇市场主流价（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5、本周乙二醇华东现货价格小幅反弹 

本周现货报价小幅反弹，华东华南价差收窄，隆众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2 日，华东地区

乙二醇主流价 3805 元/吨，较前一周四回升 75 元/吨；华南地区乙二醇主流价 3975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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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一周四持平。 

6、新装置产能逐步释放，远端供应压力大增 

本周乙二醇开工率变化不大。隆众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6 日，国内乙烯法制乙二醇开工负荷约为 62.45%，较前一周五回调

0.43 个百分点；非乙烯法制乙二醇开工负荷约为 52.95%，较前一周四回升 0.51 个百分点。 

新装置方面，新疆天业新增 60万吨乙二醇装置目前开工产能 40 万吨，负荷提升至 8 成，后期运行稳定之后，全生产线 60万

吨装置合并开车；中科炼化 40万吨 MEG 装置目前运行基本正常,乙二醇负荷 8 成附近。山西沃能 30 万吨 MEG 装置于 10 月 20 号停

车检修，于本月初检修结束恢复重启，目前负荷 5 成偏上。 

图 3.非乙烯法制乙二醇开工率（单位：%）  图 4. 乙烯法制乙二醇开工率（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表 1. 近期乙二醇装置检修计划（单位：万吨） 

企业名称 产能 检修日期 计划重启时间 

洛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20.00  3 月 10 日-待定 重启时间待定 

阳煤集团平定化工有限公司 20.00  3 月 28 日-待定 重启时间待定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22.00  4 月 7 日-待定 重启时间待定 

中石化湖北化肥分公司 20.00  2 月 29 日-待定 重启时间待定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  4 月 4 日-待定 重启时间待定 

山西沃能化工 30.00  10 月 20 日 11 月 2 日逐步重启 

煤制总计 182.00    

武汉石化 28.00 10 月 16 日-待定 计划两个月 

斯尔邦石化 4.00 10 月 15 日-待定 计划 40-45 天 

上海石化 1 号线 23.00 2 月 23 日转产 EO 转产计划另行通知 

辽阳石化 19.00 转产 EO 比例 1:19 尚无转换预期 

非煤总计 74.00   

综合总计 256.00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7、下游购销清淡，需求端缺乏驱动 

防冻液需求接近尾声，聚酯端开工负荷维持高位，但国外疫情二次爆发，订单难以维持，下游购销清淡，需求端缺乏驱动。

WIND 资讯统计，截止 11月 5日，聚酯工厂开工率为 86.87%，较前一周四回升 0.49 个百分点；江浙织机开工率为 93.32%，较前一

周四回落 0.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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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聚酯工厂开工率（单位：%）  图 6. 江浙织机开工率（单位： %）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8、聚酯库存有所增加，乙二醇去库节奏或放缓 

本周聚酯库存有所增加。本周聚酯各环节库存有所增加。WIND 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5 日，江浙织机涤纶短纤库存天数 0.86

天，较前一周四回升 3.22 天；涤纶长丝 FDY 18 天，较较前一周增加 0.5 天；涤纶长丝 DTY 27.5 天，与前一周持平；涤纶长丝 POY18.0

天，与前一周持平。进口货源相对偏紧，乙二醇港口库存继续下滑。隆众数据显示，11 月 5 日，华东港口库存合计 110 万吨，较

周一下降 1 万吨，较前一周四下降 3.98 万吨，但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 50.94 万吨。预计下周（11 月 5 日-11 月 11 日）华东主流

库存码头到货总量为 14.47 万吨，较本周增加 2.67 万吨。 

图 7. 聚酯库存天数（单位：天）  图 8. 乙二醇华东港口库存（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9.小结 

美国大选结果尚未出炉，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性较大，而疫情引发的需求担忧挥之不去，短线原油上行乏力，难改区间震荡走

势，成本端缺乏支撑。自身基本面而言，虽然近期主港库存有持续去化的预期，但国内新装置陆续释放产能，供应增量逐步体现，

而需求端有转弱预期，基本面试压盘面。  

二、 波动分析 

 

 

三、  

图 9.WTI 主力日 K 线图  图 10. EG2005 日 K线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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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WTI 原油主力日 K 线图来看，油价探低回升，重回 36-43美元/桶震荡区间，关注 40 美元/桶关口争夺。 

从 EG2101日 K 线图来看，期价考验区间下沿 3650-3700 元/吨支撑，若支撑无效，下跌目标将指向 3 月低点 3300 元/吨。 

 

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在产能大扩张背景下，供需过剩格局难以改观，乙二醇中长期维持空头配置。 

短期展望：因美国大选结果尚未出炉，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性较大，而疫情引发的需求担忧挥之不去，短线原油上行乏力，难

改区间震荡走势，成本端缺乏支撑。自身基本面而言，虽然近期主港库存有持续去化的预期，但国内新装置陆续释放产能，供应

增量逐步体现，而需求端有转弱预期，疲弱供需格局压制盘面，若跌破 3650-3700 元/吨支撑，下跌目标将指向 3300 元/吨。 

2.操作建议 

若跌破 3650 元/吨，加持空单。 

3.止盈止损 

空单 3750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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