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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上周市场回顾: 

 板块行情 

上周中信行业指数中，基础化工板块下跌 4.05%，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降 4.30%，跑输大盘 0.25个百分点。石油化工板块下跌

4.55%，同期落后大盘 0.25个百分点。其中，中农立华（21.04%）、

西陇科学（14.38%）、洪汇新材（10.48%）、金路集团（9.67%）

和湘潭电化（8.63%）分别位列涨幅前五，跌幅前五分别是：

兆新股份（ -31.86%）、亚星化学（ -25.84%）、兰大实业

（-19.69%）、金力泰（-15.64%）以及赞宇科技（-14.75%）。 

 

 子行业板块行情 

上周，基础化工子行业中，跌幅最小前五的分别是农药

（-1.60%）、钾肥（-2.31%）、其他化学原料（-2.96%）、复合

肥（-3.12%）、印染化学品（-3.18%）。涂料涂漆、纯碱和锦纶

分别下跌 7.17%、6.21%和 6.18%。 

 

 化工用品价格走势 

上周，涨幅前五的化工品分别是：三氯甲烷（16.96%）、苯胺

（10.18%）、无水氢氟酸（7.57%）、丁二烯（6.25%）、二氯

甲烷（5.88%）。跌幅前五的化工品是天然气现货（-14.20%）、

固体烧碱（-9.34%）、双氧水（-7.87%）、醋酸（-6.64%）、

裂解 C5（-4.75%）。 

 

 本周投资策略： 

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美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中国同样对美采取反

制措施，涉及农产品、汽车等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受贸易

战恐慌情绪影响，化工板块整体行情偏弱，且近期大部分化工

用品即将步入淡季，也会对子版块进行冲击，导致股市承重下

行。但另一方面，股票承压下行已经接近两周，价格已经相对

处于历史低位，未来会否继续下探仍不可知。因而推荐有刚性

需求的（如化肥、染料）和近期价格处于高位的相关化工品对

应的板块（如化纤、聚氨酯）。 

 

农药化肥：农药方面上周市场较为稳定，但供应商心态走软，

草甘膦、百草枯、麦草畏等价格稳定。草甘膦供应商报价

2.72-2.95 万元/吨，市场成交至 2.7-2.75 万元/吨，上海港

FOB 主流价格为 4150-4250美元/吨，从地区开工率来看：华中

57%；华东 57%；西南 76%,市场开工率较高。预计未来市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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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横盘整理，原因主要是：1、部分上游原材料价格下滑，并

且供应量上行；2、市场持续清淡、采购商多持观望态度、海

外市场仍有库存；3、贸易战打响，人民币兑美元连续贬值，

港口价格大幅下滑，导致海外采购商观望态度加重。化肥方面，

上周国内尿素市场疲软下滑，农需不旺，加上遇上开工上行，

高价难逃下滑厄运，价格下探 20-40 元/吨波动。全国尿素日

产 14.63万吨，环比下降 3000 吨，同比减少 7000吨，开工率

64.36%。近期局地市场需求结束，黑龙江、江苏均有装置检修，

从中短期来看，市场暂无反弹可能，但山东、两河施肥旺季或

将一定程度上缓解价格跌速。 

 

化纤：上周亚洲乙烯市场价格继续稳中推涨，幅度在 10-20美

元/吨，达到 6 个月以来高位，在货源供应依旧偏紧影响下，

东北亚地区的乙烯现货需求坚挺，支撑亚洲市场价格高位运

行。随着乙烯市场价格上涨，下游苯乙烯虽价格下调，但利润

状况依然良好，对乙烯现货需求尚可，对亚洲乙烯市场具有一

定利好支撑作用。上周末 MEG 华东价格 7130元/吨，较上周同

期价格上涨 0.99%，较上月同期价格上涨 2.59%；华南价格 7300

元/吨，较上周同期价格上涨 3.55%；华北价格 7200元/吨，较

上周同期价格持平，较上月同期价格持平；东北价格 7230元/

吨，较上周同期价格上涨 1.39%，较上月同期价格上涨 0.14%。

上周聚酯切片市场震荡上行，上游 PTA市场先扬后抑，多地出

现供应中断事件，有效抵消了产油国增产计划带来的利空计

划，同时美元大幅回落，这为油价走高提供了主力，成本端支

撑强劲。上周涤纶长丝市场平稳，下游主要反映为刚性需求，

市场在近期上游利好消息支撑下加之现有库存较低，虽然面料

进入销售淡季，但预计短期涤丝市场稳中偏涨。 

 

聚氨酯：上周国内纯 MDI市场高位淡稳，需求淡季叠加环保影

响，下游开工不足，接货能力欠佳，新单跟进略显乏力，业者

心态出现分歧，但市场货源整体偏少，部分贸易商库存低位，

无出货压力，报盘高位坚挺。另外近期人民币持续贬值，市场

观望氛围浓厚，平淡交投。华东纯 MDI 主流报价 28000-29000

元/吨；华南纯 MDI主流价格为 28000-29000元/吨，华北纯 MDI

价格为 28000-29000元/吨。预测后期纯 MDI价格将僵持整理，

幅度在 500-1000元/吨之间，主要原因是整体货源偏紧利好高

位价格，但市场需求清淡。上周 TDI市场整体观望为主，市场

普遍等待工厂方面最新价格指导，报价以稳为主，不过实单价

格有所松动。东南电化恢复正常供应，甘肃银光预计检修在 7

月中旬。随后市场延续走稳，工厂并未有实质动态，中间贸易

市场以稳为主，不过实单商谈价略有松动，低价盘逐渐增多。

预计短期内 TDI市场价格或有小幅上扬，原因是市场库存释放

较大，加之 TDI价格处于相对低位。 

 

 风险因素：油价大幅下跌，贸易战影响加剧，环保政策力

度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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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上周化工产品价格及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百川资讯、万联证券研究所 

 

表2.上周化工产品价格及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百川资讯、万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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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油和天然气 

截止7月6日，WTI期货上周均价为73.96美元/桶，较上周上涨7.04%;布油均

价为78.12美元/桶，同比上周上涨3.53%，近期国际原油市场中空好交织，

目前OPEC将减产执行率从152%下调至100%，不过好在伊朗危机仍在，利比亚

原油产量继续下滑，该国原油产量目前已经下滑约85万桶/日，此外加拿大

原油供应量也因电力故障削减36万桶/日，预计这一情况将持续整个7月，从

而帮助美国原油库存继续下降。综合来看，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底部支撑仍然

较为强劲，预计将持续一段高位震荡态势，WTI原油期货价格在73-75美元/

桶之间浮动，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价在78-80美元/桶之间浮动。 

图1.原油价格走势 图2.天然气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2、化纤 

2.1 MEG  

上周末MEG华东价格7130元/吨，较上周同期价格上涨0.99%，；华南价格7300

元/吨，较上周同期价格上涨3.55%；华北价格7200元/吨，较上周同期价格

持平；东北价格7230元/吨，较上周同期价格上涨1.39%。上周聚酯切片市

场震荡上行，上游PTA市场先扬后抑，多地出现供应中断事件，有效抵消了

产油国增产计划带来的利空计划，同时美元大幅回落，为油价走高提供了主

力，成本端支撑强劲。上周涤纶长丝市场平稳，下游主要反映为刚性需求。 

图3. MEG国内价格走势 图4. MEG国际市场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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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2.2 涤纶长丝、涤纶短纤和聚酯切片  

图7. 涤纶长丝DTY、FDY、POY价格走势 图8. 涤纶短纤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9. PTA价格走势 图10. 聚酯切片价格走势 

 
 

图5.MEG 2月供应结构分析图 图6.MEG 3月供应结构分析图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万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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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3、聚氨酯 

上周国内纯MDI市场高位淡稳。需求淡季叠加环保影响，下游开工不足，接

货能力欠佳，新单跟进略显乏力，业者心态出现分歧，但市场货源整体偏少，

部分贸易商库存低位，无出货压力，报盘高位坚挺。另外近期人民币持续贬

值，市场观望氛围浓厚，平淡交投。华东纯MDI主流报价28000-29000元/吨；

华南纯MDI主流价格为28000-29000元/吨，华北纯MDI价格为28000-29000元/

吨。预测后期纯MDI价格将僵持整理，幅度在500-1000元/吨之间。 

11.纯MDI价格走势图 图12.聚合MDI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13.苯胺价格走势图 图14.甲苯（广州石化）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4、农药化肥 

农药方面上周市场较为稳定，但供应商心态走软，草甘膦、百草枯、麦草畏

等价格稳定。草甘膦供应商报价2.72-2.95万元/吨，市场成交至2.7-2.75

万元/吨，上海港FOB主流价格为4150-4250美元/吨，从地区开工率来看：华

中57%；华东57%；西南76%,市场开工率较高。预计未来市场或将横盘整理。 

全国尿素日产14.63万吨，环比下降3000吨，开工率64.36%。近期局地市场

需求结束，黑龙江、江苏均有装置检修，从中短期来看，市场暂无反弹可能。  

图15.国内草甘膦价格走势 图16.尿素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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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17.黄磷价格走势 图18.氯化钾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19.氯化铵价格走势 图20.合成氨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5、煤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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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煤焦油国内价格走势 图22.工业萘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23.煤沥青价格走势 图24.苯乙烯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6、其他产品 

图25. 甲醛价格走势 图26. 甲醇价格走势 

  



 

 

证券研究报告|化工周报     
 

 

万联证券研究所 www.wlzq.cn 第 11 页 共 19 页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27. 聚丙烯价格走势 图28.丙酮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29. 石蜡价格走势 图30. 丙烷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31. 丙烯腈价格走势 图32. 丙烯酸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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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纯苯价格走势 图34. 醋酸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35. 丁二烯价格走势 图36. 醋酸酐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37.己内酰胺价格走势 图38. 甘油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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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辛醇价格走势 图40. 无水乙醇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41.乙二醇价格走势 图42. 正丁醇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43. 异丙醇价格走势 图44. DMF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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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DOP价格走势 图46. 丙烯酸甲酯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47. 甲基丙烯酸价格走势 图48. 正己烷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49. 碳酸锂价格走势 图50.DMC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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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业动态和上市公司动态 

应急管理部：坚决防范遏制化工和危化品事故 

应急管理部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组织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东北片

区集体调研活动，查看了世星药化公司“6• 20”中毒窒息事故现场，剖析

了辽宁省和吉林省有关典型事故案例，部署了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事故遏制防

范工作。部党组成员王浩水和辽宁省副省长王明玉参加活动。 

 

江西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江西省环保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该省开展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和

环境执法工作的有关情况。截至5月底，全省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16

起，利用新环保法配套办法共查处案件350起，行政处罚案件628件，处罚金

5001.7万元。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统一部署，今年江西省主要组织开展了县级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打击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行

为、限制进口类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违法问题、化工企业污染整治等

6大专项整治。今年5月，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还组织开展了长

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综合执法检查，共检查工业园区、工业企业等企业

(点位)3748个，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点位)122个。根据25个县(市、区)上

报的情况，截至目前，1225个问题已完成整治555个，占45.3%。 

 

湖北出台固废污染治理方案 

湖北省政府日前印发《湖北省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全面摸清

全省固废的存量和污染现状，查清固废产生、贮存、转移、处置等基本情况，

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污染转移”行为。 

 

《方案》提出，要组织“拉网式”清查，开展固废源头排查，要核实固废产

生单位的产生量、类别、贮存、流向等情况，形成清单;摸清辖区范围内固

废产出、监管状况及非法转移的产业链，厘清控制固废非法转移倾倒存在的

监管漏洞和薄弱环节;对妨碍排查以及环境行政执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东地区首套PBT装置开始商业化生产 

据烃加工在线7月3日消息，沙特国际石化公司(Sipchem)宣布公司旗下子公

司Sipchem化学公司的新建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装置开始商业化运

营。该装置位于沙特朱拜勒工业城。该PBT装置的性能测试已经成功完成，

确保了效率、产能和产品质量。该PBT装置的设计产能为6.3万吨/年。PBT

是一种高级的特种热工程聚合物，应用很广泛，可用于汽车制造、电气/电

子产品以及工程塑料等领域。 

 

Sipchem的首席执行官Ahmad Al-Ohali评论称，该PBT装置是中东地区首个此

类装置，该装置的商业化运营是公司扩张和增长战略的重要一步。PBT装置

的加入将使Sipchem进一步实现其一揽子产品的效益，并将加强高附加值产

业链。 

 

河北石化市场以稳为主 

河北石化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河北石化市场走势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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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4.1%。其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出厂价格环

比上涨0.5%，同比上涨7.7%。受国家宏观政策和供给侧政策性改革影响，部

分传统产业和基础化工产品生产消费出现下降，价格明显收缩。河北石化协

会统计的14种主要石油化工产品中，己内酰胺、TDI、纯碱、硫酸、32%离子

膜烧碱、盐酸(31%)、尿素、无铅汽油(92#)、柴油(0#)这9种产品价格环比

持平;甲醇、苯酐、纯苯、原油(WTI)4种产品价格环比下降;仅PVC(电石法)

产品价格环比上升。 

 

据河北石化协会分析，上半年受国内国际政治、经济、金融、贸易不确定因

素影响，传统产业和基础化工产品生产经营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大宗产品

如化肥、浓硝酸、除草剂、化学原药等，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和种植产业政

策影响，产量下降20%~70%，导致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较慢。下半年石化

行业生产经营将步入新的调整期，“补短板”任务艰巨，危化企业搬迁入园

任务繁重，经济运行压力依然较大。综合分析判断，今年河北省石化行业生

产经营形势略好于去年，预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5%。 

 

俄罗斯研发出废铝制氢技术 

近日，俄罗斯莫斯科钢铁学院研发出铝及有色金属废料化学制氢技术及实验

装置，所制备的氢可用于车载供电系统及固定式小型电力装置。科研团队采

用“铝—水”系统以废铝作为反应物研发出化学制氢的整套技术、废铝制氢

氧化剂，以及制氢实验装置。装置适用于处理废铝及其他水解金属以制备氢

燃料，具有可靠的防爆性。铝与水反应所产生的氢气可用于燃料电池发电，

重量15克的饮料易拉罐储藏的化学能为255千焦耳，折合成的能源可使油耗5

升的汽车行驶20米。俄罗斯每年可产生20亿~30亿个铝制易拉罐，约合4万多

吨纯铝，而整个欧洲再生铝市场规模达千万吨，其中一半未被有效利用。该

技术将为这些铝制废易拉罐带来出路，以期在清洁能源领域有所突破。 

 

山西将对严重环保违法失信企业实行市场禁入制度 

山西省将充分发挥质监部门技术优势和监管职能，把好市场准入环保关，建

立环保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等，对严重环保违法失信企业实行市场禁入制

度，予以限制或禁入。 

 

山西省质监局日前出台的《推进落实环保领域质监业务工作实施方案》称，

山西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

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以及严重环保违法失信企业

实行市场禁入制度，予以限制或禁入，同时，加快退出过剩产能，严格落实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依法注销因国家相关政策实施而不再符合许可条

件的工业企业。 

 

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发布 

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将从2018年8月1日起实施。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这两项标准的出台，将为开展农用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准入

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对于贯彻落实“土十条”，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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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投建设40万吨/年LNG项目 

日前，云南能投国融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安宁市政府签订了《项目投

资协议》，将建设年产40万吨LNG清洁能源项目。该项目选址安宁市禄脿街道，

主要建设年产40万吨石油天然气液化装置1套，15000立方米LNG储罐2座，配

套公用设施和辅助生产设施。项目概算总投资约8.02亿元，项目建成达产后，

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5亿元，将有效带动下游加气站投资，提升LNG汽车

使用率，形成省内液化天然气利用的闭环产业链。 

 

巴斯夫收购两家欧洲3D材料供应商 

巴斯夫7月4日，通过其子公司巴斯夫新业务公司(BNB)，收购了德国著名3D

打印公司Advanc3D Materials GmbH和法国公司 Setup Performance。此次

收购是巴斯夫在3D打印领域扩张的重要一步。BNB将两家公司整合到巴斯夫

3D打印解决方案有限公司(B3DPS)中。Advanc3D Materials提供定制的塑料

粉末和选择性激光烧结(SLS)配方，以及工艺知识和应用专业知识。Setup 

Performance总部位于法国里昂，被巴斯夫称为“SLS材料开发和制造领域最

重要合作伙伴”。SLS技术使用激光在粉末材料(如聚酰胺)中画出物体的形

状。被激光熔化的粉末材料和所需的3D物体将逐层产生。 

 

科莱恩 储氢技术 联合推出供氢方案 

科莱恩日前宣布，其催化剂业务单元与储氢技术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共同致

力于为各大应用领域提供可靠的、可扩展且安全的供氢解决方案。 

 

据科莱恩催化剂业务单元研发总监马艾德介绍，创新的液体有机氢载体

(LOHC)技术专用催化剂的成功研发不仅是对科莱恩前沿技术的一种考验，同

时也表明可持续性对于科莱恩文化、运营以及增长和创新驱动力的重要性。 

 

广东甘化拟购沈阳含能股权 

广东甘化7月2日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1.836亿元收购将乐鸿光企业管理服

务中心、沙县鸿光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合计持有的沈阳含能金属材料制造

有限公司45%股权。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沈阳含能45%股权，辽沈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沈阳含能35%股权，沈阳宏伟非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持有沈阳

含能20%股权，沈阳含能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将新增军

工业务板块，公司的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将得到提升，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

能力将得到增强。 

 

本周投资策略 

 

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美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

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中国同样对美采取反制措施，涉及农产品、汽车

等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受贸易战恐慌情绪影响，化工板块整体行情偏弱，

且近期大部分化工用品即将步入淡季，也会对子版块进行冲击，导致股市承

重下行。但另一方面，股票承压下行已经接近两周，价格已经相对处于历史

低位，未来会否继续下探仍不可知。因而推荐有刚性需求的（如化肥、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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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期价格处于高位的相关化工品对应的板块（如化纤、聚氨酯）。 

 

农药化肥：农药方面上周市场较为稳定，但供应商心态走软，草甘膦、百草

枯、麦草畏等价格稳定。草甘膦供应商报价2.72-2.95万元/吨，市场成交至

2.7-2.75万元/吨，上海港FOB主流价格为4150-4250美元/吨，从地区开工率

来看：华中57%；华东57%；西南76%,市场开工率较高。预计未来市场或将横

盘整理，原因主要是：1、部分上游原材料价格下滑，并且供应量上行；2、

市场持续清淡、采购商多持观望态度、海外市场仍有库存；3、贸易战打响，

人民币兑美元连续贬值，港口价格大幅下滑，导致海外采购商观望态度加重。

化肥方面，上周国内尿素市场疲软下滑，农需不旺，加上遇上开工上行，高

价难逃下滑厄运，价格下探20-40元/吨波动。全国尿素日产14.63万吨，环

比下降3000吨，同比减少7000吨，开工率64.36%。近期局地市场需求结束，

黑龙江、江苏均有装置检修，从中短期来看，市场暂无反弹可能，但山东、

两河施肥旺季或将一定程度上缓解价格跌速。 

 

化纤：上周亚洲乙烯市场价格继续稳中推涨，幅度在10-20美元/吨，达到6

个月以来高位，在货源供应依旧偏紧影响下，东北亚地区的乙烯现货需求坚

挺，支撑亚洲市场价格高位运行。随着乙烯市场价格上涨，下游苯乙烯虽价

格下调，但利润状况依然良好，对乙烯现货需求尚可，对亚洲乙烯市场具有

一定利好支撑作用。上周末MEG华东价格7130元/吨，较上周同期价格上涨

0.99%，较上月同期价格上涨2.59%；华南价格7300元/吨，较上周同期价格

上涨3.55%；华北价格7200元/吨，较上周同期价格持平，较上月同期价格持

平；东北价格7230元/吨，较上周同期价格上涨1.39%，较上月同期价格上涨

0.14%。上周聚酯切片市场震荡上行，上游PTA市场先扬后抑，多地出现供应

中断事件，有效抵消了产油国增产计划带来的利空计划，同时美元大幅回落，

这为油价走高提供了主力，成本端支撑强劲。上周涤纶长丝市场平稳，下游

主要反映为刚性需求，市场在近期上游利好消息支撑下加之现有库存较低，

虽然面料进入销售淡季，但预计短期涤丝市场稳中偏涨。 

 

聚氨酯：上周国内纯MDI市场高位淡稳。需求淡季叠加环保影响，下游开工

不足，接货能力欠佳，新单跟进略显乏力，业者心态出现分歧，但市场货源

整体偏少，部分贸易商库存低位，无出货压力，报盘高位坚挺。另外近期人

民币持续贬值，市场观望氛围浓厚，平淡交投。华东纯MDI主流报价

28000-29000元/吨；华南纯MDI主流价格为28000-29000元/吨，华北纯MDI

价格为28000-29000元/吨。预测后期纯MDI价格将僵持整理，幅度在500-1000

元/吨之间，主要原因是整体货源偏紧利好高位价格，但市场需求清淡。上

周TDI市场整体观望为主，市场普遍等待工厂方面最新价格指导，报价以稳

为主，不过实单价格有所松动。东南电化恢复正常供应，甘肃银光预计检修

在7月中旬。随后市场延续走稳，工厂并未有实质动态，中间贸易市场以稳

为主，不过实单商谈价略有松动，低价盘逐渐增多。预计短期内TDI市场价

格或有小幅上扬，原因是市场库存释放较大，加之TDI价格处于相对低位。 

 

风险因素：油价大幅下跌，贸易战影响加剧，环保政策力度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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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以上； 

同步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至-10％之间； 

弱于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跌幅10％以上。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15％以上； 

增持：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至15％； 

观望：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至5％； 

卖出：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跌幅5％以上。 

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 

 

风险提示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

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

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Table_AuthorIntroduction] 证券分析师承诺 
姓名： 宋江波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执业态度，独立、客观地

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

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信息披露 

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履行披露义务。客户可登录www.wlzq.cn万联研究栏目查询静默期安排。对于本公司持有比

例超过已发行数量1%（不超过3%）的投资标的，将会在涉及的研究报告中进行有关的信息披露。 

 

 

 

 

免责条款 

本报告仅供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

为客户。 

本公司是一家覆盖证券经纪、投资银行、投资管理和证券咨询等多项业务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在法律许可

情况下，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

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类似的金融服务。 

本报告为研究员个人依据公开资料和调研信息撰写，本公司不对本报告所涉及的任何法律问题做任何保证。本报

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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