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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烯期货上市首日投资机会分析 

 

 

 

 

 根据大商所苯乙烯交割细则，我们对交割成本进行了估算，目前

EB2004 的交割成本大幅升水期货挂牌基准价，建议卖出套保暂时观

望。 

 

 苯乙烯价格波动区间较大，2018 年价格甚至出现了“V”型走势，价格

波动在 9600-14000元/吨，而 2019年苯乙烯价格日波动幅度在[-3%，

2.5%]之间，同样比较明显。 

 

 供应方面，根据目前的检修计划来看，大部分前期检修装置将在 10

月份左右重启，未来开工将逐步回升，而随着浙江石化 120 万吨和恒

力石化 72万吨苯乙烯项目的投产，四季度供应压力将逐渐增大。 

 

 库存方面，3月份以来华东港口持续去库，从最高的 26.5 万吨一路下

滑到 9月中旬的 6.1万吨，达到全年低值，随着进口的增加，未来库

存拐点有望重现。 

  

 需求方面，EPS,PS与 ABS在苯乙烯下游消费中占主导地位，随着双十

一，圣诞节等购物季的来临，企业会提前 1-2个月采购原料，下游产

品对苯乙烯的需求或稳中有增。 

  

 操作策略：随着前期检修装置的陆续重启，上游开工逐步回升，而随

着浙江石化 120 万吨和恒力石化 72 万吨苯乙烯项目的投产，四季度

供应压力将逐渐增大。另外，华东港口持续去库之下，库存已经达到

全年低值，随着进口的增加，未来库存拐点有望重现，价格下行压力

较大，但是 EB2004挂牌基准价为 8000元/吨，已经贴水现货 700元/

吨，下行空间有限，上市首日预计将以震荡为主，中长期仍然可以适

机布局空单。 

 

 风险因素：国际油价以及装置投产推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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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大连商品交易所开展苯乙烯期货交易的批复》(证监函[2019]352号)，

苯乙烯期货合约自 2019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起上市交易，交易时间为第一节 9:00-10:15、第二节

10:30-11:30 和第三节 13:30-15:00.9 月 26 日(星期四)当晚起开展夜盘交易，夜盘交易时间为

21:00-23:00。首批上市交易合约为 EB2004、EB2005、EB2006、EB2007、EB2008和 EB2009，新合约的

挂盘基准价为 8000元/吨。苯乙烯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 5%，涨跌停板幅度为上一交易日

结算价的 4%，新合约上市首日涨跌停板幅度为挂盘基准价的 8%。关于交易保证金和涨跌停板幅度的其

他规定，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风险管理办法》执行。另外，江阴华西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江苏利士

德化工有限公司，南通千红石化港储有限公司，南通阳鸿石化储运有限公司，常州华润化工仓储有限

公司，东莞三江港口储罐有限公司，东莞市百安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为苯乙烯指定交割仓库。本文将对

苯乙烯期货上市首日的价格波动进行分析，并对后期价格走势进行展望。 

 

一、EB2004合约卖保成本核算 

套期保值可以帮助尿素企业在价格剧烈波动，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规避风险，并进行合理有效的

库存管理，维持企业的稳健并可持续化发展。主要是因为同一种特定商品的期货和现货的主要差异在

于交货日期前后不一，而它们的价格，则受相同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影响和制约，而且期货合约

到期必须进行实货交割的规定性，使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还具有趋合性。 

根据大商所苯乙烯交割规则，我们估算了相关仓储和资金成本。其中交割地点选取按照标准价进

行的仓库，不存在升贴水，保证金占用按照 10%计算，期货价格为基准价 8000元/吨，现货价格按 8700

元/吨计算，如下图所示： 

表 1 苯乙烯卖保成本计算 

苯乙烯套保成本＝仓储费+出入库费+检验费+交易手续费+现货资金成本+保证金资金成本 

1.仓储费 1.6元/吨/天  

2.交割手续费 1元/吨 

3.交易手续费： 6元/手 

4.年贷款利率 4.35%(一年内) 

5.检验费 5 元/吨 

6.出入库费  15元/吨 

从 2019年 9月 26 号核算，到交割日结束 

仓储费 现货资金成本 保证金资金成本 合计 

348 226 20 618 

根据上述交割成本估算，EB2004的交割成本约为 9300元/吨，相对于期货基准价格升水较多，建

议卖出套保暂时观望。 

 

二、苯乙烯现货价格波动情况 

根据近几年苯乙烯的价格走势来看，苯乙烯价格波动呈现以下特点：首先，苯乙烯价格波动区间

较大，其中 2014年价格运行区间 6400-12100元/吨，2015年 6600-11200元/吨，2016年 7700-10900

元/吨，2017年 8180-12000元/吨，2018年 9600-14000元/吨，均价在 11127元/吨，较 2017年同期

9970元/吨的价格高 11.6%，2018 年价格甚至出现了“V”型走势，因国产及进口供应双重缩量，码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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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化脚步加快，导致 5月份连续“逼空”并持续至 6月初，苯乙烯价格一度达到 14000 元/吨，刷新

了十多年来的高位。而四季度，宏观利空、上游成本面塌陷及华东主港库存大幅反弹多重打压下，苯

乙烯价格一路下滑。 

图 1  苯乙烯价格走势                              图 2  价格日波动幅度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其次，从苯乙烯日波动幅度来看，今年苯乙烯价格日波动幅度在[-3%，2.5%]之间，整体波动

区间较大，主要原因是苯乙烯市场影响因素复杂，供需基本面，以及国际原油、政策法规、人民币汇

率、华西电子盘、国际市场价格等因素都会影响其价格变动。此外，苯乙烯市场向来活跃度较高，虽

然近两年随着国内供需格局及贸易环境的变化，整体投机性明显下降，但少数主力商家对市场的阶段

性的指引力度愈发提升。 

 

三、基本面分析 

1. 原料价格回落，成本支撑减弱 

2016年前，国内苯乙烯市场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原油、美金市场，苯乙烯市场走势与原油高度相关。

2016年以后，国内货源自给率提升，对进口货源依赖性逐步降低，与原油的相关度有所减弱。另外，

由于每吨苯乙烯通常消耗0.79吨纯苯，因此纯苯与苯乙烯价格也高度相关，走势相似。今年8月份以来，

纯苯价格由8月初的5000元/吨逐渐上涨到9月中旬的5900元/吨附近，涨幅明显，受其带动，苯乙烯价

格也由8300附近一路上涨到9000以上。进入10月份以后，随着沙特原油产量恢复，国际油价将重回弱

势，相关原料价格也将有所回落。  

利润方面，主流企业固定加工费在1200元/吨左右，最低在1000元/吨，按照（0.79*纯苯+0.29*

东北亚乙烯*1.13*1.01*汇率）+1200来计算，除个别年份小幅亏损外，近几年企业生产利润较好，目

前生产利润在1000元/吨左右，随着原料价格的回落，利润将继续提升。 

图 3   纯苯与苯乙烯价格                                图 4 苯乙烯生产利润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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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工逐渐回升，供应压力增大 

8月份以来，国内苯乙烯装置检修较多，开工也由8月初的85%下滑到9月中旬的79%， 根据目前

的检修计划来看，大部分检修将在10月份左右结束，未来开工将逐步回升，存量供应有所增加。新增

产能方面，随着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启动，多套苯乙烯大型新装置计划上马，2020年和202年的产能增速

分别高达24%和25%，而2019年产能投放相对较少，其中浙江石化120万吨苯乙烯项目计划10月份投产，

以及恒力石化72万吨苯乙烯项目也有望在年底投产，这两套装置合计产能192万吨，约占国内总产能的

20%，再加上其他企业的新建计划，投产压力将逐渐增大。 

图 5   上游企业开工率                             图 6  2019-2020 新增产能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 港口库存或现拐点，关注进口情况 

前些年，苯乙烯进口依存度较高，而进口货源主要因此集中在江苏地区，苯乙烯华东主港库存成

为影响国内市场行情的关键因素。近年来，随着自给率提升，进口货源逐年减少，苯乙烯华东主港库

存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从库存周期来看，本轮库存周期自 2018 年 10

月开始，因 2019年 3-6月份的亚洲集中检修开始主动累库；1-2月中美贸易战抢出口结束后，行业进

入被动累库阶段；之后自 3月亚洲集中检修开始，行业进入主动去库阶段，其中华东港口持续去库，

从最高的 26.5万吨一路下滑到 9月中旬的 6.1万吨，基本接近去年同期水平，而现在最后一阶段的被

动去库预计将在 10月结束。 

从进口情况来看，由于近期亚洲其他地区的上游装置检修较少，而下游检修计划相对较多，未来

过剩的产能将更多的流入中国市场，10月份的进口量有望增加，届时港口库存有望由去库转为累库。 

图 7   华东港口库存                                图 8  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4. 消费支撑仍在，需求稳中有增 

从 2018年苯乙烯下游消费领域来看，下游消费比例变化并不大，其中 EPS全年开工率较去年略有



                                                     东海期货研究所 

 

 

5 

提升，产量出现一定回升，消费占比仍高居首位，接近 28%；PS及 ABS受下游家电及汽车行业需求增

加支撑，产量均有增长，对苯乙烯消耗占比分别为 19%、22%，以上三大主力下游综合消费占比接近 70%

作为苯乙烯需求的三驾马车，EPS,PS 以及 ABS产销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在旺季预期下，市场需求

增加，价格会上涨，反之亦然。 

首先关注 EPS，它主要应用于包装与板材两方面。板材应用以彩钢板与外墙保温为主；包装集中

应用在家电、陶瓷、工艺品、水果等领域。以长江为界，北方需求以板材为主，需求季节为 3-11月份，

基本外墙保温所占比例较大，覆盖区域广泛，包括华北、东北、西北以及偏远地区；彩钢板主要在华

北区域；包装需求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其中，南方是包装的集中地，每

年除 6-9 月份以外，其余时间多为需求旺季。 

再来看 PS与 ABS，它们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汽车、电子电器、仪器仪表、纺织和建筑等工业领

域，其中家电用量占比较高，随着双十一，圣诞节等购物季的来临，家电企业会提前 1-2 个月采购原

料，终端工厂对 ABS、PS产品具有一定刚性需求。 

 

四、结论与操作 

综合来看，随着前期检修装置的陆续重启，上游开工逐步回升，而浙江石化 120万吨和恒力石化

72 万吨苯乙烯项目的投产，整体供应压力将逐渐增大。另外，华东港口持续去库之下，库存已经达到

全年低值，随着进口的增加，未来库存拐点有望重现，价格下行压力较大，但是 EB2004 基准价 8000

元/吨，已经贴水现货 700元/吨，下行空间有限，上市首日预计将以震荡为主，中长期仍然可以适机

布局空单。主要风险因素，国际油价以及装置投产推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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