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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油价的涨跌尽管有多重因素导致，但主要还是由供求

基本面决定的。近期油价回落的因素我们认为是美国原油产量的增加，

上周美国石油日产量达到 1080 万桶/日，创新高。它使美国接近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国，美国石油产量的激增使 WTI 价格下跌， 

Brent-WTI 价差扩大，意味着美国原油需要出口来满足其他地区的供应

缺口，同时原油市场仍处于供需紧平衡的状态。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

轮制裁或导致伊朗石油出口下滑，特朗普要求沙特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

织(OPEC)成员国增产，而 6 月下旬 OPEC 会议上产量如何调整将是市

场关注的焦点。预计短期内油价仍存在不确定性，以回落为主。 

市场回顾 

 上周石油石化板块跑输大盘 1.10%，石油石化（中信）指数下跌 0.86%，

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24%。上周石化各子板块普跌，其他石化、石油开

采、油品销售及仓储、油田服务、炼油涨幅分别为 0.11%、-1.17%、-1.81%、

-2.07%、-6.41%。 

行业动态 

 国际油价 8 日下跌 纽约市场收于每桶 65.74 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 7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21 美元，收于每桶 65.74 美元，跌幅

为 0.32%。 

投资建议 

 首先重点关注万华化学，收购万华化工完成后，万华化学将成为全球

MDI 第一大生产商。公司是全球 MDI 龙头，成本优势明显，行业门槛

高，具有广阔的前景，未来将维持高景气。 

 近期聚酯瓶片价格大幅上涨，截止 5 月底，华东地区聚酯瓶片主流价格

达到 10400 元/吨，较 4 月中旬上涨 13.8%。主要是聚酯瓶片夏季市场需

求旺盛和出口增加，行业供应趋紧。建议关注恒逸石化，作为民营炼化

产业链一体化标之一，其子公司海南逸盛拥有 150 万吨瓶片产能，盈利

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继续关注国内民营炼化龙头标的恒力股份、荣盛石化、桐昆股份，拥有

产业链一体化和大规模化两大优势，炼化项目预计陆续在 2019-2020 年

投产，我们看好后续业绩的大爆发。 

风险提示 

 油价大幅波动的风险、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炼化项目投产不及预

期的风险 

分析师：曹玲燕 

执业证书编号：S0760511010002 

邮箱：caolingyan@sxzq.com 

 

研究助理：程俊杰 

电话：18536812761 

邮箱：chengjunjie@sxzq.com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2  

目录 

目录 ............................................................................................................................................................................. 2 

一．上周石化行业市场概况 ....................................................................................................................................... 3 

二．石化产品价格和价差 ........................................................................................................................................... 4 

三、行业动态 .............................................................................................................................................................. 7 

四、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 9 

五、投资建议 ............................................................................................................................................................. 12 

六、风险提示 ............................................................................................................................................................. 12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3  

一．上周石化行业市场概况 

上周石油石化板块跑输大盘 1.10%，石油石化（中信）指数下跌

0.86%，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24%。 

图 1：上周市场行情回顾 图 2：上周各行业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上周石化各子板块普跌，其他石化、石油开采、油品销售及仓储、

油田服务、炼油涨幅分别为 0.11%、-1.17%、-1.81%、-2.07%、-6.41%。 

上周石化个股涨幅前 5 名分别为：石大胜华、恒逸石化、三联虹

普、大庆华科、中曼石油；跌幅前 5 名分别为：道森股份、海利得、

天科股份、光正集团、岳阳兴长。 

图 3：上周石化各板块涨跌幅 图 4：石化行业上周涨/跌前 5名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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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产品价格和价差 

图 5：原油期货价格（美元/桶） 图 6：国内汽油、柴油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7：NYMEX天然气（美元/百万英热） 图 8：国内液化天然气 LNG 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9：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千桶） 图 10：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活跃钻井总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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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IA、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EIA、山西证券研究所 

上周 WTI 原油价格有所下跌，布伦特原油实现小幅上涨，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65.74 美元，周跌幅 0.11%；布伦特原油价格收于

76.46 美元，周跌幅 0.43%；国内汽油市场价 7918 元，周跌幅 0.95%；

柴油市场价 6904 元，周跌幅 1.79%；NYMEX 天然气期货价格收于 2.90

美元/百万英热，周跌幅 2.68%；国内液化天然气价格（截止 5 月 31

日）3794 元/吨，周跌幅%。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三公布报告显示，截至 6 月 1 日当周，美

国原油库存增加 207.2 万桶至 4.366 亿桶，超出市场预期。精炼油库

存增加 216.5 万桶，汽油库存增加 460.3 万桶，美国原油出口减少 46.5

万桶/日至 171.4 万桶/日。EIA 数据显示，当周原油库存大幅增加，但

炼厂产能利用率创去年 12 月底以来的新高，这表明炼厂检修期结束，

未来对原油需求会有一定的提升。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出炉经济数据显示，美国 6

月 8 日当周石油钻井总数再度增加 1 座，连续第三周增加，10 周内有

9 周增长，一周持平。尽管油价在过去三周回调约 8%，但近期美国油

企仍持续不断开工生产，将美国石油产量推升至历史新高。美国 6 月

8 日当周总钻井总数增加 2 座至 1062 座。 

贝克休斯公司每周出炉的美国石油钻井平台数量是未来美国石油

产量的领先指标。去年 11 月份以来活跃石油钻井平台数攀升，因为今

年以来油价上行提高了油企生原油的动力产。 

价差方面，截止 2018 年 6 月 1 日，PX-石脑油价差为 316.89 美元

/吨，周涨幅 9.91%；乙烯-石脑油价差为 625.89 美元/吨，周涨幅 5.08%；

PTA-二甲苯价差为 1638.36 元/吨，周跌幅 4.59%；涤纶 POY-PTA-MEG

价差为 1749.92 元/吨，周跌幅 2.34%；丙烯-丙烷 PDH 价差为 459 美元

/吨，周涨幅 7.34%；丙烯酸-丙烯价差为 2934.97 元/吨，周涨幅 1.55%。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6  

图 11：PX-石脑油价差（美元/吨） 图 12：乙烯-石脑油价差（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3：PTA-二甲苯价差（元/吨） 图 14：涤纶 POY-PTA-MEG价差（元/吨）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5：丙烯-丙烷 PDH价差（美元/吨） 图 16：丙烯酸-丙烯价差（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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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动态 

 国内装置停工检修导致中国 PE 进口将维持强劲 

据安迅思新闻新加坡 6 月 5 日消息，在国内生产设施计划停工检修的

情况下，2018 年前四个月，中国聚乙烯（PE）进口量创历史新高，而

且预计今年剩余时间里，中国的 PE 进口仍将维持强劲。5 月份中国

PE 进口量预计达到 120 万吨，高于 2018 年前四个月的平均水平。据

业内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 PE 进口量达到 447 万吨，同比增

加 12%。进口量弥补了国内市场因装置停工检修导致的产量缺失。据

安迅思数据显示，受国内生产设施计划停工检修的影响，今年二季度

估计中国国内的 PE 产量将减少 50 万吨。（信息来源：中国石油新闻网） 

 2030 年中石油国内天然气产量将超过石油 

6 月 1 日，中国石油启动企业史上最大规模开放日活动，并发布了 2017

年度环保公报。这是中国石油连续 19 年发布有关环境的公报，今年首

次增加了英文版，包括大港石化、中国天然气销售北方公司和大港油

田等在内的京津冀地区五家石化相关企业成为被关注重点。 “我们明

确了低碳发展路线，力争 2020 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 2015 年下

降 25%，2030 年国内天然气产量占公司国内一次能源产量的 55%。”

中国石油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在开放日启动仪式上表示。截

至 2018 年 5 月，中国石油在国内有 16 家油气田、31 家炼化企业、37

家销售企业，运营 9 万多公里油气管道和 2 万余座加油站。（信息来源：

界面新闻） 

 去年中国石油股份公司营业额超 2 万亿 

6 月 5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

会和董事会 2018 年第 3 次会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宜林表示，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20158.90 亿元，实现净

利润人民币 227.98 亿元。股东大会上，王宜林做 2017 年度董事会报

告。他表示，2017 年，中国石油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和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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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坚持稳健发展方针，深化

改革和创新驱动，集中发展油气主营业务，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

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运行，深化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实现生产经营平

稳受控，经营业绩稳定向好。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20158.90

亿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27.98 亿元。（信息来源：经济日报） 

 中国进口美原油日均为 33 万桶 金额达到 23.9 亿美元 

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18 年第一季度美国占中国原油进口的比重

上升至 2.5%，同比确有大幅提升。但从金额绝对值来看，前 4 个月 23.9

亿美元的进口额换算到全年仅 71.7 亿美元，与美方期待的，以能源出

口缩小中美贸易逆差 400-500 亿美元的目标相比，差距相当大。另一

方面，美国能源增产潜能又是巨大的，而且中国目前对刚刚恢复不久

的美国能源出口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第二大买家(20%)。如果利用好这

一新因素，不但经济上有利可图，对中国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的战略

目标也很有帮助。。（信息来源：观察者网） 

 沙特阿美重组非油资产 

据路透社 6 月 5 日消息，路透社引用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

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已经为其养老基金成立子公司，并可能在

首次公开募股(IPO)前分拆航空子公司。据路透社报导，目前名为

Wisayah 的该养老基金大约六个月前成立，总部位于达兰，这也是沙特

阿美的总部所在地。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精简业务，

因沙特阿美的潜在投资者可能不希望投资那些不如该公司核心的石油

业务赚钱的资产。（信息来源：中国石油新闻中心） 

 全球液化天然气：LNG 价格攀升至自 2 月份以来最高水平 

本周亚洲现货液化天然气(LNG)价格攀升至自 2 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因中国的购买兴趣仍然强劲以及 8 月份期间维修使得供应不足。本周

亚洲 7 月交付现货价格较上周上涨 40 美分，至 9.60 美元/mmBTU，是

自 2014 年以来每年这个时间的最高水平。两名贸易消息人士称，最近

几周油价高涨打压了一些买家在现货市场买入船货的兴趣，但其中一

些买家目前可能需要立即满足他们的需求。新加坡的其中一位消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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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表示，“一些贸易商 7 月处境尴尬”。然而有些公司通过私下磋商的

方式销售船货，8 月份 LNG 供应预计不高是因为俄罗斯库页岛能源公

司海上天然气平台以及安哥拉 LNG 项目进行检修。（信息来源：天然

气工业）  

 卢克石油和哈国油将组建海上合资公司 

据 OGJ 网站 6 月 5 日休斯敦报道，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

司(卢克石油/Lukoil)和哈萨克斯坦国有石油巨头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

和天然气公司(哈国油/KazMunayGas)日前原则上签署了一项旨在组建

海上合资公司的合作协议，在哈萨克斯坦海上谋求一份勘探和生产许

可证。根据合作协议，合资公司将与哈萨克斯坦当局就 Zhenis 许可证

区域进行谈判。Zhenis 许可区域位于距离哈萨克斯坦海岸大约 80 公里

的海域，距离哈萨克斯坦第 6 大城市阿克托 180 公里，水深在 75 米-100

米之间。（信息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国际油价 8 日下跌 纽约市场收于每桶 65.74 美元 

美国钻井数增加，国际油价 8 日下跌。美国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

斯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周美国运营的油田钻井数较前一周增加 1

个，总计 862 个，创 2015 年 3 月份以来最高。截至当天收盘时，纽约

商品交易所 7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21 美元，收于每桶

65.74 美元，跌幅为 0.32%。8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86 美元，收于每桶 76.46 美元，跌幅为 1.11%。（信息来源：中国石

油新闻中心） 

四、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表 2 一周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代码 简称 公告日期 公告标题 主要内容 

000096.SZ 广聚能源 2018-06-05 
《2017 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8 年 4 月 17 日召

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权益分派方案

的具体内容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2,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20 元人

民币（含税），共派发现金 1,056 万元人民币（含

税），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自权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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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

化；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 2017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本次实施权益分

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002524.SZ 光正集团 2018-06-05 
《关于向银行申请并

购贷款的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光

正集团”）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

贷款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为收购上海

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

视界”）51%股权，公司拟以拥有的上海新视界 51%

股权、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

融合北路 266 号 1 宗工业用地和地上建筑物（土地

面积 144222.24 平方米）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

先生持有的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450 万股股权作

为质押，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分行申请 3.6 亿元

并购贷款，贷款期限为 5 年。 

600777.SH 新潮能源 2018-06-06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11 亿元）的进展公

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9月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的情况下，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以通知存

款、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以及投资于安全

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现金管理，进

行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11 亿元人

民币，现金管理期限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同意公司自 2017 年 9 月 29 日起 1 年内，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

资金（总额度为不超过 11 亿元人民币）以通知存款、

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以及投资于安全性、

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行使决策权，具体投

资活动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及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详见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和 2017 年 9 月 30 日披露

的相关公告。 

002221.SZ 东华能源 2018-06-06 
《关于子公司受让股

权的公告》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东华能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关于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中国华能基础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建设”）拟以现

金 1,120 万美元认购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新

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

“东华新加坡”)200 万股普通股，每股 5.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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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完成后，东华新加坡法定股本将由 5,000 万美

金增加到 6,120 万美金，股数由 5,000 万股增加到

5,200 万股(相关内容详见公告 2017-106）。现鉴于

华能建设未能如期履行出资义务，经双方友好协商，

华能建设拟将目标公司的 3.846%股权（出资义务）

协议转让给公司控股子公司 KEEGAN NEW 

MATERIAL LIMITED(以下简称“KEEGAN”)。本

次转让股权作价 0 美元，但股权转让后，KEEGAN

需履行对东华新加坡缴纳受让的这部分股权对应的

认缴出资额的义务。 

002206.SZ 海利得 2018-06-07 

《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

施进展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刊登《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持公司股份 100,643,271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2290%）的股东万向创业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创投”）计划自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

式或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 73,381,71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其中，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1%，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603619.SH 中曼石油 2018-06-08 

《关于与洲际油气签

订伊拉克油气田开发

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8 年 6 月 6 日，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中曼石油”或“公司”）与洲际油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签订了《伊

拉克油气田开发战略合作协议》。洲际油气于 2018

年 4 月成功中标了伊拉克第五轮 Naft Khana 区块

（简称“NK 区块”或“伊拉克项目”）的勘探开发

权。中曼石油在伊拉克具有丰富的钻完井工程技术

一体化服务经验，并在伊拉克油气服务领域具有较

强的影响力和完整的服务能力。鉴于中曼石油和洲

际油气拥有各自的影响力、服务能力和资金优势，

双方就伊拉克项目拟进行全面、深度合作，并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签署此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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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857.SH 中国石油 2018-06-08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

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

油”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7 日接到本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石油集团”）通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中国石油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972,762,646 股 A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53%）无偿划转给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诚通金控”），972,762,646 股 A 股股份（约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53%）无偿划转给国新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投资”）。本次无偿划转前，

中国石油集团持有本公司151,088,693,528股A股股

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2.55%1。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 

五、投资建议 

    首先重点关注万华化学，收购万华化工完成后，万华化学将成为

全球 MDI 第一大生产商。MDI 是公司的固业之本，行业门槛高，具有

广阔的前景，未来将维持高景气。 

近期聚酯瓶片价格大幅上涨，截止 5 月底，华东地区聚酯瓶片主

流价格达到 10400 元/吨，较 4 月中旬上涨 13.8%。主要是聚酯瓶片夏

季市场需求旺盛和出口增加，行业供应趋紧。建议关注恒逸石化，作

为民营炼化产业链一体化标之一，其子公司海南逸盛拥有 150 万吨瓶

片产能，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继续关注国内民营炼化龙头标的恒逸石化、恒力股份、荣盛石化、

桐昆股份，拥有产业链一体化和大规模化两大优势，炼化项目预计陆

续在 2019-2020 年投产，我们看好后期业绩的大爆发。 

六、风险提示 

油价大幅波动的风险、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炼化项目投产不及

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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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的说明： 

——报告发布后的 6个月内上市公司股票涨跌幅相对同期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股票投资评级标准：  

 

买入：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标准： 

 

看好：  行业超越市场整体表现 

中性：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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