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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研究

乙二醇：煤制装置检修 VS 新装置投产，短多长空思路对待
一、 基本面分析

张伟伟

1、白宫幕僚长称美国联邦政府 12 月可能停摆
据外媒报道，美国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当地时间周三表示，他“不能保证”联邦政

分析师

府在 12 月能避免一场停摆。报道称，国会和白宫必须在 12 月 11 日前批准新的支出法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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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疫情暴发期间和新冠病毒病例激增时关闭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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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冠疫苗再传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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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 11 月 18 日消息，美国药企辉瑞宣布，其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共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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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疫苗，在临床试验的最终数据分析中有效率达到 95%，已经满足申请紧急使用授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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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几天内向监管部门提交申请。辉瑞此前表示，其新冠疫苗能阻止 90%的感染，预计在 11
月下旬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如果申请成功，意味着该疫苗可能在今年年底在美国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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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染新冠病毒人数猛增，需求担忧挥之不去

级分析师，主要负责能源化工及棉

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依旧严峻。目前美国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 25 万人，过去两

花、白糖、天胶等软商品的分析研

周美国新冠患者住院人数激增近 50%，迫使各州实施新的限制措施，纽约城关闭了公立学校。

究工作，精通产业链，善于结合基

而日本和俄罗斯的确诊人数也在激增。疫情引发的新一轮封锁，使得燃料需求担忧加重。

本面与技术面把握商品运行趋势和

4、OPEC+增仓计划或推迟

节奏。

沙特能源部长周三表示，OPEC+成功地为石油市场带来了稳定，有意愿和能力继续为市场
带来更多稳定，是否延长减产还没有定论。沙特能源部长还表示，一旦利比亚石油产量回到
2018 年 10 月之前的水平，将进行讨论。OPEC+将在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的会议上对原油供
应是否调整做出最终决议。
5、EIA：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小增，馏分油库存重挫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曾华 76.8 万桶，预估为增加 170
万桶。上周美国原油产量增加 40 万桶/日至 1090 万桶/日，因飓风后海上设施重启。上周炼
厂原油加工量增加 39.4 万桶/日，炼厂产能利用率增加 2.9 个百分点。汽油库存增加 260 万
桶，预估为增加 8.7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520 万桶，预期为减少 150
万桶。
图 1. EIA 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单位：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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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乙二醇市场主流价（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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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周乙二醇现货价格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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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现货报价小幅反弹，华东华南价差小幅走扩，隆众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20 日，华东地区乙二醇主流价 3725 元/吨，较
前一周五回升 135 元/吨；华南地区乙二醇主流价 3875 元/吨，较前一周五回升 150 元/吨。
7、新装置产能逐步释放，远端供应压力大增
本周永城永金 20 万吨装置及荣信 40 万吨装置检修，乙二醇开工率下滑。隆众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20 日，国内乙烯法制乙
二醇开工负荷约为 61.54%，较前一周五下降 1.62 个百分点；非乙烯法制乙二醇开工负荷约为 48.01%，较前一周四下降 8.18 个百
分点。
下周濮阳永金 20 万吨装置仍有检修计划，但新装置开始陆续释放产能，中科炼化稳定量产、新疆天业新增 60 万吨产能中 40
万装置已经稳定量产，远期供应压力增加。
图 3.非乙烯法制乙二醇开工率（单位：%）

资料来源：隆众

图 4. 乙烯法制乙二醇开工率（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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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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20.00

2019.12.30-待定

重启时间待定

安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20.00

3 月 2 日-待定

重启时间待定

洛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20.00

3 月 10 日-待定

重启时间待定

永城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20.00

11 月 17 日-待定

重启时间待定

濮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20.00

1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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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

40.00

11 月 20 日-12 月 20 日

计划检修 1 个月左右

煤制总计

2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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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0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8、终端订单下降，聚酯及织造开工率下滑
防冻液需求接近尾声，海外疫情二次爆发，纺织终端订单下降，聚酯及织造开工率下滑。WIND 资讯统计，截止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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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工厂开工率为 86.1%，较前一周四回落 0.77 个百分点；江浙织机开工率为 87.75%，较前一周四回落 2.28 个百分点。
图 5. 聚酯工厂开工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

图 6. 江浙织机开工率（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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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聚酯库存有所增加，乙二醇延续去库节奏
本周聚酯各环节库存有所增加。WIND 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19 日，江浙织机涤纶短纤库存天数-3.7 天，较前一周四增加 3.38
天；涤纶长丝 FDY 19.5 天，较前一周增加 2 天；涤纶长丝 DTY 29 天，较前一周增加 1.5 天；涤纶长丝 POY18.5 天，较前一周增
加 0.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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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华东港口库存合计 104.97 万吨，较周一减少 3.81
万吨，较前一周四减少 6.82 万吨，但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 42.7 万吨；预计下周华东主流库存码头到货总量为 10.8 万吨。
图 7. 聚酯库存天数（单位：天）

资料来源：WIND

图 8. 乙二醇华东港口库存（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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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小结
疫苗研发捷报频传及 OPEC+推迟增产预期，对原油带来支撑；但新冠病例继续飙升，全球经济限制收紧抑制燃料需求；多空博
弈下，WTI 原油整体仍难摆脱近五个月来的震荡平台，成本端缺乏支撑。自身基本面而言，部分煤制装置检修，进口货源相对偏紧，
港口库存延续去库态势，对盘面带来一定支撑；但新装置投产带来远端供应压力，期价上行空间亦受限，整体延续近半年以来的
区间震荡走势。

二、 波动分析
从 WTI 原油主力日 K 线图来看，期价尚难摆脱近五个月来的震荡平台，关注 43 美元/桶关口争夺。
从 EG2101 日 K 线图来看，期价在区间下沿 3650 元/吨附近技术支撑有效，短线重回 3650-4000 元/吨区间震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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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WTI 主力日 K 线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图 10. EG2101 日 K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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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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研发捷报频传及 OPEC+推迟增产预期，对原油带来支撑；但新冠病例继续飙升，全球经济限制收紧抑制燃料需
求；多空博弈下，WTI 原油整体仍难摆脱近五个月来的震荡平台，成本端缺乏支撑。自身基本面而言，部分煤制装置检修，进口货
源相对偏紧，港口库存延续去库态势，对盘面带来一定支撑；但新装置投产带来远端供应压力，期价上行空间亦受限，整体延续
近半年以来的区间震荡走势。
2.操作建议
短多长空思路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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