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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需求未受新病毒影响，油价小幅上涨
1.核心逻辑：尽管 Omicron 送虐且航空公司取消航班，假日期间的
流动数据仍然较为强劲。而这样强劲的经济活动推动了原油需求反弹，
使得市场情绪得到缓解。从基金持仓上来看，Brent 和 WTI 的净持仓均
出现了增加，Brent 净持仓增至 3 周以来的新高。而汽柴油净持仓也出
现了增加，其中汽油净持仓已经增至 1 个月以来的新高。总体市场情绪
在最近半个月内得到缓和，油价近期偏震荡。
2.操作建议：Brent 68-78 美元/桶，WTI 65-75 美元/桶区间操作。
3.风险因素：新型病毒疫情影响、OPEC 增产决定、宏观风险、成品
油需求坍塌过快、俄罗斯 Nord StreamⅡ天然气供应管道 11 月投入使用。
4.背景分析：
近期最大的变量因素仍在 Omicron 对需求的影响。前期市场对该病
毒需求担忧有所缓解，但近期由于并未发现更多证据支持传播可控性，
同时欧洲已经出台了更加严厉的防疫措施，市场对于需求方面的担忧再
次加剧。在此背景下，OPEC 目前仍然可能会继续增产 40 万桶/天，明年
的油价将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市场情况：Brent 主力收于 79.01 美元/桶，前收 76.14 美元/桶，
WTI 主力 75.57 美元/桶，前收 73.79 美元/桶。Oman 主力收于 76.4
美元/桶，前收 75.36 美元/桶，
SC 主力收于 475.6 元/桶，
前收 474.9
元/桶。
现货市场：北海现货市场，对 Dated Brent，Forties 贴水 0.45 美
元/桶不变，Ekofisk 贴水 1.05 美元/桶保持不变，CPC 贴水-0.55 美元/
桶不变，Urals 贴水-1.5 美元/桶不变，Cabinda 贴水为 0，周下降 0.5
美元/桶， Forcados 贴水 1.1 美元/桶，周增加 0.35 美元/桶，ESPO 贴
水 4.1 美元/桶不变。

沥青：产量同比降低，库存去化明显，基本面有所好转
1.核心逻辑：主力合约收于 3158 元/吨，前收 3180 元/吨。近期沥
青产量小幅下调，且库存已经连续几周大幅去库，加之明年沥青供需结
构好转的格局越来越被市场认可，盘面开始交易预期好转的逻辑。上周
社库去库近 4 万吨，厂库去库 5.7 万吨，上周总计库存 227.23 万吨已
经低于 去年同期水平。目前华北东北贸易商冬储的积极性有所回暖，
现货价格可能也会有回暖的空间。盘面裂解水平当前已经大幅修复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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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来的高点，但依然不及往年同期水平，理论上盘面裂解依然有向
上修复的可能
2.操作建议：绝对价不建议操作。
3.风险因素： 1 月需求依旧不佳，排产量仍然过高
4.背景分析：
沥青开工率下降带来的库存大幅下降已经使得沥青的供需最大矛
盾得到缓解，目前库存已经低于去年的同期水平。目前社会库和厂家库
去库仍在持续，后期冬储需求可能会继续加速去库。短期沥青绝对价已
经体现了库存去化的情况，但短期需求仍然较为一般。后期若现货交投
能够改善，利润端可能会继续体现反弹。
现货市场：主流成交价，东北沥青价格保持 3150 元/吨左右，山东
保持 2950 元/吨，华东市场保持 3190 元/吨左右，华南市场保持在 3250
元/吨左右，西南市场价格在 3950 元/吨左右。现货价格整体偏弱。

甲醇:区间震荡
1.核心逻辑：内地装置恢复以及投产预期导致供应端预期压力较大，
传统下游淡季需求不佳。港口进口超预期，但仍维持低位。期货价格跟随
内地定价，驱动不强。区间震荡为主。关注装置变动情况。
2.操作建议：观望
3.风险因素：装置意外检修，进口超预期等。
4.背景分析
西北主产区弱势下滑，出货待观察，北线地区商谈 2000 元/吨，南线
地区商谈 2000 元/吨，北线评估在 2000 元/吨，南线评估 2000 元/吨，内
蒙古地区日内在 2000 元/吨。
江苏太仓甲醇市场弱势下滑。午后太仓小单现货成交在 2610-2630 元
/吨自提。信心不足，持货商随行降价排货，上午成交价格跌幅扩大；下
午，持货商延续降价排货避险，但需求孱弱，午后气氛清淡，日内太仓大
中单现货成交在 2600-2630 元/吨自提。日内商谈在 2600-2640 元/吨。
12 月 23 日郑商所甲醇互换结算价：
MAJS2112 2770 元/吨
MAJS2201 2832 元/吨
MAJS2202 2859 元/吨
12 月 27 日郑商所甲醇互换结算价：
MAJS2201 2830 元/吨
MAJS2202 2871 元/吨
MAJS2203 2875 元/吨
12.27 成交基差&华东&
现货及月下成交：05+20 到+30
1 月上成交：05+10 到+25
1 月下成交：05+10 到+25
2 月下成交：05+30 到+35
&华南&
现货及 12 下成交：参考 01 平水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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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下成交：01-25
2 月下成交：01 平水
外盘方面，远月到港的非伊船货参考商谈在 330-341 美元/吨，买方谨
慎观望，暂时缺乏实盘成交听闻。
装置方面：山东兖矿 64 万吨/年甲醇装置现降至双炉运行，预计维持
10 天左右，沧州中铁 20 万吨焦炉气制甲醇装置现已重启出产品，继续提
负运行中。河南中新化工甲醇装置于 10 月 8 日夜间停车，计划近日点火
重启。山西中信二期年产 20 万吨焦炉气制甲醇装置 28 日早因限产至尾气
不足而临停。

L:震荡
1.核心逻辑：主要生产商库存水平在 63 万吨，较前一工作日累库 3.5
万吨，涨幅在 5.88%，去年同期库存大致在 61 万吨。投产推迟，装置开工
率恢复，下游部分需求逐渐进入淡季，基本面偏弱。
2.操作建议：观望
3.风险因素：油价，进口超预期等。
4.背景分析
石化出厂多数稳定，周初场内交投气氛相对谨慎，持货商多随行报盘，
终端企业接货意向较弱，实盘价格侧重一单一谈。国内 LLDPE 主流价格在
8600-8900 元/吨。
今日美金市场弱势窄调，成交偏谨慎。外商报盘方面，沙特某外商报
盘线性在 1200 美元/吨，低压膜在 1200 美元/吨，高压膜在 1520 美元/吨。
流通市场上，今日贸易商报盘美金价格部分下调 5-10 美元/吨，中东线性
货源主流价格区间在 1160-1200 美元/吨，低压膜货源在 1160-1230 美元/
吨，高压货源在 1480-1550 美元/吨。
装置方面：
企业名称

检修装置

检修装置产能

停车时间

开车时间

连云港石化

HDPE

40

2021 年 11 月 28 日

暂不确定

中化泉州

HDPE

40

2021 年 12 月 2 日

2022 年 1 月 20 日

海国龙油

全密度

40

2021 年 12 月 17 日

暂不确定

上海赛科

HDPE

30

2021 年 12 月 2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茂名石化

1#LDPE

11

2021 年 12 月 23 日

2021 年 12 月 26 日

PP:震荡
1.核心逻辑：主要生产商库存水平在 63 万吨，较前一工作日累库 3.5
万吨，涨幅在 5.88%，去年同期库存大致在 61 万吨。基本面需求不佳，供
应暂无明显收缩，12 月仍有新产能投产成本下移。淡季需求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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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建议：观望。
3.风险因素：油价，疫情，进口超预期等。
4.背景分析
国内 PP 市场偏弱整理，幅度在 50-100 元/吨。PP 期货震荡走低，打
击现货市场氛围，市场观望气氛较重。贸易商现货报价跟随期货走低，随
行出货为主，报价重心有所下移。下游终端观望较多，实盘成交欠佳，市
场氛围平淡。今日华北拉丝主流价格在 8050-8150 元/吨，华东拉丝主流价
格在 8080-8200 元/吨，华南拉丝主流价格在 8180-8350 元/吨。
PP 美金市场价格小有松动，市场成交气氛未有明显改观，进口货源实
盘成交较为僵持。外商方面销售压力依旧，对华报盘价格多以让利下调为
主。国内价格方面，拉丝美金远期参考价格在 1110-1150 美元/吨，共聚美
金远期参考价格在 1130-1180 美元/吨，1-2 月船期为主。
装置：
石化名称

生产线

产能

停车原因

停车时间

开车时间

徐州海天

单线

20

常规检修

2021 年 12 月 27 日

2021 年 12 月 27 日

天津联合

二线

20

常规检修

2021 年 12 与 25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东方宏业

单线

15

故障检修

2021 年 12 月 25 日

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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