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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供给方面，随着倪家巷 10 万吨开车，短纤负荷逐步往满负逼近，

同时紧接着还有绿宇 6 万吨和卓成 3万吨短纤新产能开车。2020 年受到

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预计，聚酯装置投产速度将相对放缓，但即便如

此，在经历了 2019 年 15%的产能集中投放后，未来供应压力仍旧偏大。

需求方面，今年内外需求受到疫情扰动较大，传统旺季来临有利

短纤消费，但下游订单暂时只能延续到十月中旬。预计后期聚酯的高开

工难以长时间延续。从终端坯布的库存情况下看，40 多天的高库存压力

仍未得到缓解，反映出终端的“蓄水池”效应，也进一步验证了旺季难

续的事实。

结论：短纤目前的盈利表现在所有聚酯主流品种中属于较高水平，

这主要是来自于上游价格压缩以及防疫刚需提振，长期供需矛盾可能逐

步加深。尽管短期价格或受到油价以及旺季订单等利好带动表现坚挺，

但长期来看，对于整个聚酯产业链自终端而上的负反馈仍旧需要持续警

惕。

操作建议：短期建议偏多对待；套利方面建议关注多 PF 空 TA 策

略，具体时点另行提示。对产业户而言，目前的价格并不适合介入卖保。

风险因素:国际油价变动；疫情发展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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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纤上市公告

根据郑商所公告，短纤期货自 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起上市交易。首批上市交

易的短纤期货合约为 PF105、PF106、PF107、PF108、PF109。各合约上市首日挂牌基准价

为 5400 元/吨。短纤期货上市当日涨跌停板幅度为合约挂牌基准价的±8%，最低交易保证

金为 5%。

2.基本面分析与展望

2.1.成本：TA，EG价格承压，对下游实际推动有限

短纤产业链单一，和其他聚酯品种类似，短纤的直接上游是 PTA 和乙二醇；下游主

要用于纺织行业，主要的用途是与棉花等其他纤维混纺，制成坯布或纱线，最终用于家纺、

服装等相关领域。另外，短纤还用于填充和无纺布领域。其以纺纱用占主要低位，比重接

近 80%；其产品主要分纯涤纱、涤棉纱、混纺纱等。

在对短纤价格未来走势进行分析时，自上而下去看，9月以来油价波动区间明显扩大。

美国劳工节的到来标志着夏季出行旺季终结。许多炼油厂在秋季到来后很快停止运营以进

行设备维护。设备维护通常在秋季进行，因为夏季之后燃油需求下降。布伦特回落至 42

美金左右，同时引发了相关能化品种价格集体下挫。尽管随后的 JMMC会议支持并向欧佩

克+部长级会议提出建议，要求减产不达标的成员国将补偿减产期限延长至 12月底，并承

诺完全弥补超额生产的部分，但总体来说，海外疫情的持续扩散压制了成品油消费空间，

对油价形成拖累，未来一段时间原油对下游能化板块的支撑力度相对减弱。具体到短纤的

直接上游，PTA方面，援引 CCF资讯，TA当前负荷仍旧偏高。当前 PTA现货加工费维持

在 500-600 元/吨左右，部分装置在高加工费的诱惑下，存在推迟检修的动作，加上新装置

投产预期，供需仍有累库压力，市场心态偏弱。MEG 方面，实际上，伴随着前段时间的

价格重心上移，各生产路线利润存在一定修复。开工方面，CCF数据表明，截至最新数据，

国内乙二醇整体开工负荷在 66.4%（国内 MEG产能 1373.5万吨/年），其中煤制乙二醇开

工负荷在 55.83%（煤制总产能为 489 万吨/年）。由于当前下游开工处于较高水平，因此

乙二醇仍旧处于去库通道，华东主港地区 MEG港口库存约 128.3万吨，环比上期减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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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新装置方面，目前中科，中化出料推迟在九月底，天业以及沃能装置仍在产品调优

过程中，新装置供应稍有偏晚，但投产预期下上方空间压力明显。综合看来,长期而言 TA

与 EG将延续偏弱走势，对短纤价格的推动作用有限。

图 1 原油价格走势 图 2 TA,EG 期货主力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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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供需：旺季形成短期支撑，长期供需矛盾持续积累

供应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短纤生产国，2019 年，我国短纤产能 758.5 万吨，产量 615

万吨。近几年国内短纤产能、产量持续增长。自 2014 年起，随着原油价格不断下跌，原生

短纤价格下滑，与棉花、再生短纤等纺织原料相比，其性价比优势增强，促进短纤产能、

产量的稳步增长。实际上，短纤的产能于 2019 年集中投放与高利润水平有极大关系，根据

测算，2019 年全年短纤行业平均利润再 500-600 元/吨，处于历史偏高位置，因此进一步

推动了产业扩展。具体到品种来看，由于生产口罩等防疫物资需求的的短纤负荷仍在不断

提升，随着倪家巷 10 万吨开车，短纤负荷逐步往满负荷逼近，目前负荷稳定在 99.3%，同

时紧接着还有绿宇 6 万吨和卓成 3 万吨短纤新产能开车。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

们预计，聚酯装置投产速度将相对放缓，但即便如此，在经历了 2019 年 15%的产能集中投

放，未来供应压力仍旧偏大。

需求方面， 2015—2019 年以来，国内短纤消费量一直保持增长趋势。2019 年国内原

生短纤消费量为 545 万吨，同比增长 14.9%，消费量及增速均创近几年新高。其中纺纱消

费占比 75.2%，无纺布和填充领域的消费合计占比 24.8%。2019 年纺纱用短纤消费量增长

显著，同比增长 11.72%，达到 410 万吨。今年内外需求受到疫情扰动较大，根据我们目前

了解到的情况，传统旺季来临，国庆假期至今涤丝工厂继续去库，截至 9 日，江浙 POY、

FDY、DTY 大厂综合权益库存分别在 12.5、16.3、21 天，分别较 9月 30 日-2.1，-2，-3.5

天，旺季对聚酯端价格存在支撑，但下游订单暂时只能延续到十月中旬，预计当前聚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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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开工难以长时间延续。出口方面，2020 年 2-8 月全国涤短累计出口 47.88 万吨，较 2019

年同期 58.4 万吨减少 10.5 万吨。4-5 月出口量整体较低，随着海外疫情的缓解，6 月份开

始出现一定程度改善，未来出口增量仍旧取决于海外疫情实际状况。从终端坯布的库存情

况下看，40 多天的高库存压力仍未得到缓解，反映出终端的“蓄水池”效应，也进一步验

证了旺季难续的事实。

图 3 短纤现金流 图 4 短纤库存&负荷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3.总结与展望

供给方面，随着倪家巷 10万吨开车，短纤负荷逐步往满负逼近，同时紧接着还有绿

宇 6万吨和卓成 3万吨短纤新产能开车。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预计，聚酯

装置投产速度将相对放缓，但即便如此，在经历了 2019年 15%的产能集中投放后，未来

供应压力仍旧偏大。

需求方面，今年内外需求受到疫情扰动较大，传统旺季来临有利短纤消费，但下游订

单暂时只能延续到十月中旬。预计后期聚酯的高开工难以长时间延续。从终端坯布的库存

情况下看，40多天的高库存压力仍未得到缓解，反映出终端的“蓄水池”效应，也进一步

验证了旺季难续的事实。

综合看来，短纤目前的盈利表现在所有聚酯主流品种中属于较高水平，这主要是来自

于上游价格压缩以及防疫刚需提振，长期供需矛盾可能逐步加深。尽管短期价格或受到油

价以及旺季订单等利好带动表现坚挺，但长期来看，对于整个聚酯产业链自终端而上的负

反馈仍旧需要持续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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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期投资策略

3.1.关注产业链套利机会

作为聚酯产业链下游品种的一员，短纤与其直接上游 PTA，MEG 价格联系紧密，历史数

据来看，短纤与 PTA 关联度达到 90%以上。相对而言，短纤与棉花的关联度不及 PTA。。通

过对加工费的未来变动判断，我们可以进行相应的套利操作。目前来看较为稳妥的投资模

式是 5 手 PTA 与 1 手乙二醇对应 6 手短纤；另外，援引郑商所公告，自 2020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一)短纤期货挂牌时起，推出 PTA、短纤期货跨品种套利指令。PTA、短纤期货跨品种

套利的保证金收取和限仓制度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套利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客观来说，考虑到上市初期的市场接受度与流动性问题，相对单边操作我们更加推荐

投资者关注产业链套利机会。具体看来，以 TA-PF 套利对为例，我们认为从两者的总体投

产节奏来说，未来可以关注多 PF 空 TA 操作。最近两年我国结合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由

于前期订单较多，整体库存偏低水平，短纤单边价格预计暂时偏强为主。套利方面，由于

上游 PTA 仍处于产能扩张时期，PTA 供应压力较大，多短纤空 PTA 是当前较为合适的套利策

略。PTA 方面，2020 年包括恒力五期（250 万吨），新凤鸣二期（220 万吨）在内的 6 套装

置共计 1810 万吨新计划等待落地，新一年的产能增速将达到创历史新高的 36%，理论总产

能超过 7000 万吨；相对而言，短纤今年的投产计划偏少，且基本都是几万吨的小装置，明

后年有约 100 万的产能投产。从加工费的角度上说，19 年全年 PTA 加工费中心维持在 700

元/吨左右，上半年表现优于下半年。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2020 年 PTA 加工

费的价格重心将下移至 500 元/吨。根据相关资讯，我们发现当前 PTA 新老装置的成本之间

存在巨大差异，从 650 元/吨至 270 元/吨不等，因此，技术革新带来的竞争将进一步压缩

现货加工费，加工费合理波动区间预计为【400,600】。我们认为，产业链的加工利润应当

逐渐向 PX 以及下游聚酯端转移，因此短纤相对 TA 的加工费优势更加明显。

图 5 短纤-PTA现货价差：元/吨 图 6 PTA产能迅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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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userdescription]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短纤上市后可以给市场带来更多跨品种套利机会；而且从上下游供

需错配的角度来看，值得持续关注多 PF 空 TA 等套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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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卖保成本测算

为确保低短纤期货交割业务平稳开展，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1）指定短纤交割厂

库收取仓储费用标准为 1.2 元/吨·天。（2）短纤期货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为 3元/手，日

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为 3元/手。（3）短纤期货交割手续费、仓单转让手续费、期

转现手续费按照 0.5 元/吨收取。因此我们在对短纤卖保成本进行估算时，主要关注仓储费

及交易交割手续费。目前距离 2105合约还有 6个月左右，各合约挂牌基准价 5400元/吨，

按照最低交易保证金 5%计算。

根据 CCF 数据，目前 1.4D市场主流报价为 5435元/吨，加上卖保所需成本 223元后

升水盘面，故对产业户而言，目前的价格并不适合介入卖保。

表 1 短纤卖保成本估算表

仓储费 1.2元/吨*天
交割手续费 0.5元/吨
交易手续费 3元/手
资金利率 4.35%

以 2105合约最后交易日计算

仓储费 交易交割费用 资金利息 合计

36*6=216 3/5+0.5=1.1 5400*5*0.05*0.0435*6/12/5=5.87 223

资料来源：郑商所；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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