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信期货研究                                                                                Page  1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以信为本    点石成金 

 

 

 

 

 

 

 

 

 

 

 

 

 

 

 

 

 

 

 

 

 

 

 

分析师：范春华 

从业资格号：F0254133 

电话：0755-82130414 

邮箱：15048@guosen.com.cn 

                           

 

                         

 

 

 

 

 

 

 

 

塑料供应量稳步增长，短期维持震荡偏弱 

2015 年 9 月 15 日

 主要结论 

国际原油价格反弹乏力，再度走弱背景下，国内塑料现货市场维持低迷，下

游需求弱势，贸易商出货压力仍在。目前下游工厂补仓仍较为谨慎，实盘成交难

以放量。今年前 7个月国内 LLDPE 供应量维持稳步增长的格局，月均增速达到

12.94%，消费虽然有增长预期，但是供应量稳步增长导致过剩局面下价格下行压

力依然较大。 

我们认为：9月份塑料仍然维持震荡偏弱观点，主力 L1601 合约近期有可能

继续下探 7950-8000 区间。 

 

操作策略：L1601 合约在 8500-8530 区间可以入场做空，下跌到 7950-8000

区间可以考虑止盈离场，如果向上反弹到 8650-8700 则止损离场。 
 

 

 

 

 

 

 

塑料 

作者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

规渠道， 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

解，通过合理判断 并得出结论，力求

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

授意、影响，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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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货行情回顾 

 9 月 14 日，大连商品交易所聚乙烯 L1601 合约低开小幅反弹，受前日结算点位压力释放，展开

震荡回落走势，全天下跌 175 元/吨，跌幅在 2.01%，报收 8530 元/吨，成交 79.2 万手，持仓 46.4

万手。聚丙烯 1601 合约走势略强于线性期货，低开小幅反弹，高位短暂盘整后展开震荡回落走势。

全天下跌 109 元/吨，跌幅在 1.43%，报收 7516 元/吨，成交 69.3 万手，持仓 30.1 万手。国内 PE

市场整体呈下滑趋势。近期原油下跌打击市场信心市场价格持续下滑。小长假归来，虽有部分石化

企业意向拉涨，但最终仍以稳为主。终端需求弱势，贸易商出货压力仍在。目前下游工厂补仓仍较

为谨慎，实盘成交难以放量。 

二 、塑料现货市场维持低迷 

国内 PE 市场近期价格震荡走软，下游需求偏弱，商家出货不畅，商家随行报盘为主。部分石化

开始降价销售，业者心态悲观，随行让利出货，实际成交情况欠佳。当前线性主流价格在 8900-9300

元/吨，环比跌 100 元/吨左右；高压主流价格在 9900-10500 元/吨，环比变化不大；低压各品种价

格横盘整理。下游需求跟进缓慢，刚需成交为主势。 

8 月聚乙烯进口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整体跌幅明显，主要品种下跌幅度高达 100-150 美元/吨。

从走势来看，月初市场尚且保持平稳，中下旬下行趋势明显。HDPE 方面，膜料此前价格相对高位，

月内受供应增加和需求跟进不多影响，价格跌幅明显。低端牌号报价在 1140-1160 美元/吨，主流牌

号报价在 1170-1200 美元/吨，远期信用证。拉丝货源供应逐渐增加，价格支撑不强。低端牌号报价

在 1170-1190 美元/吨，东南亚及台湾价格在 1200-1210 美元/吨，远期信用证。注塑货源供应较为

稳定，市场需求一般，价格在 1150-1170 美元/吨。市场上进口高熔注塑货源不多，价格在 1240-1250

美元/吨。中空料市场供求变化不大，价格稳定在 1150-1170 美元/吨，远期信用证。LDPE 逐渐走下

“神坛”，货源供应较前期有明显增加，价格回归主流区间。市场主流牌号报价在 1180-1200 美元/

吨；涂覆货源以韩国和中东货源为主，价格在 1350-1370 美元/吨，远期信用证。LLDPE 市场竞争激

烈，进口货源承压明显，价格跌至 1110-1130 美元/吨，免税货源价格在 1170-1200 美元/吨。PE 美

金市场近期行情企稳后低价货消失，贸易商挺价信心渐渐稳固。下游工厂在前期低位报盘时都有适

量接货，维持订单生产即可，不愿多备货源，观望原油走势。市场企稳基础尚不牢固，下游需求整

体一般，若有利空消息出现，行情仍会受到影响震荡走低。 

聚乙烯国际市场价格继续下滑，整体维持跌势。亚洲线性市场需求不足，价格下跌。中国市场

线性需求进展缓慢，尤其是农膜需求，下游工厂库存低，拿货谨慎。近期美国现货价格跌幅明显，

交投氛围不佳。原油跌势不止，市场交投疲软，商家继续让利出货。需求平淡，成交阻力大。 

目前国际原油依然面临较大压力，或将继续利空下游 PE 市场。而从供需面来看，下周检修不多，

且石化因生产利润尚可，多数维持高负荷生产，致使近期石化合成树脂库存水平上移，供应压力继

续增加；而下游需求依然启动缓慢，难有批量成交。总体来看，上游原料将继续低位震荡，同时供

需面缺乏有利支撑，预计下周 PE 市场延续弱势震荡，LLDPE 主流价格或在 8900-92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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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塑料 LLDPE 现货出厂价

 

资料来源：Wind，国信期货研发部 

三 、塑料供应量稳步增长 

今年前 7个月国内 LLDPE 供应量维持稳步增长的格局，月均增速达到 12.94%，相比去年前 7个

月的月均 11.9%的增速有所扩张。从具体供应量来看，今年前 7个月国内供应量在 454.45 万吨，同

比去年 404.25 万吨增长了 12.4%。增长幅度是近 3年来最高涨幅，虽然下半年有消费增长预期，但

是供应量稳步增长下供应过剩压力仍然较大。 

图 2：国内塑料 LLDPE 月度产量 

 

资料来源：Wind，国信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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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国内塑料 LLDPE 月度净进口量 

 

资料来源：Wind，国信期货研发部 

近期新增扬子石化和蒲城清洁能源的装置检修，停车涉及年产能在 115.8 万吨，损失产量在 1.91 

万吨，环比增加 1 万吨。国际油价下跌，市场信心流失，市场成交改观不大，石化企业库存延续窄

幅增加。 

表 1：国内石化检修统计  万吨/年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国信期货研发部 

石化企业 PE 毛利周度环比下降，市场交投承压，石化企业降价促销且部分大区挂牌销售。虽然

国际油价延续跌势，石化生产成本继续回落，但成本跌幅不及石化价格降幅，因此石化企业利润小

幅回落，但绝对值仍较可观。8 月第三周聚乙烯到港数量维持正常水平，库存持续回落。由于近期

未有大量货源到港，价格下跌后出货有所加快，库存积累不多。但市场整体依然疲软，加之汇率贬

值，进口需求不旺，难以形成持续性行情。从市场报盘来看，近期到港数量不会太多，整体压力不

大。 

四 、下游需求不佳，市场观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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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下游农膜企业的备货周期，一般 8月到 9月市场的对农膜的需求将不逐步启动，由于宏

观经济形势疲软，国内农膜企业也陷入了困境，集中采购的局面一直没有如期而至。当前，塑料价

格震荡偏弱，农膜企业备货意愿更低，多以刚需进货为主，下游农膜市场的恢复程度不及预期，加

重了市场的忧虑，不利于市场心态的恢复。此外，国内薄膜市场的产量也明显不及往年。从下图可

以发现，2012 年以来，塑料薄膜的产量每年都会明显增长，而今年前 7个月国内塑料薄膜的产量基

本与去年持平并没有增长。从月份对比来看，今年薄膜连续几个月出现负增长，特别是农用薄膜的

生产行情更是严峻。7月份国内农用薄膜产量 17.66 万吨，同比增长 7.48%，近 3年来增速首次下滑。 

图 4：国内农膜产量及库存 

 

资料来源：Wind，国信期货研发部 

五、技术分析 

技术面，塑料主力合约 L1601 近期维持震荡偏弱格局，8700 上方存在较大阻力，短期或继续震

荡下行为主，后市或有望下探 7950-8000 附近。 

图 5：塑料 L1601 日 K 线走势 

 

资料来源：博易大师，国信期货研发部 



国信期货研究                                                                                Page  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以信为本    点石成金 

六、结论及操作策略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原油价格反弹乏力，再度走弱背景下，国内塑料现货市场维持低迷，

下游需求弱势，贸易商出货压力仍在。目前下游工厂补仓仍较为谨慎，实盘成交难以放量。今年前

7个月国内 LLDPE 供应量维持稳步增长的格局，月均增速达到 12.94%，消费虽然有增长预期，但是

供应量稳步增长导致过剩局面下价格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我们认为：9月份塑料仍然维持震荡偏弱观点，主力 L1601 合约近期有可能继续下探 7950-8000

区间。 

操作策略：L1601 合约在 8500-8530 区间可以入场做空，下跌到 7950-8000 区间可以考虑止盈

离场，如果向上反弹到 8650-8700 则止损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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