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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核心观点  

➢ 上周 WTI 原油、布伦特原油价格双双上涨，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54.70 美元/桶，周涨幅 3.58%；布伦特原油价格收于 60.51 美元/桶，周涨幅

3.67%。上周一艘伊朗国有油轮在沙特附近的红海遇袭，受此影响，油价终

结连跌的局面，布伦特原油再度站上 60 美元/桶的高位。此前 9 月沙特遇

袭事件一度推高了油价，然而对油价总体带来的是短期波动，沙特复产的

速度超过市场预期，油价又再度走低，已回落到袭击事件前的水平，全球

经济疲软引发对石油需求的担忧已经部分反映到油价中。另外，根据 OPEC

最新月报，连续第三个月下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亚太地区和美洲发达经

济体的数据弱于预期，欧佩克将 2019 年剩余时间内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下调至每日 98 万桶，这比 9 月份的预估减少了 4 万桶/天。中东局势不稳

定，对油价形成了部分支撑，然而全球经济不景气及国际原油需求疲软恐

令油价维持区间震荡走势。 

➢ 价格方面，本周二氯甲烷产品涨幅居前（9.96%），价差方面，PX-石脑

油价差为 243.58 美元/吨，周跌幅 14.22%；乙烯-石脑油价差为 171.58 美元

/吨，周跌幅 43.86%；PTA-二甲苯价差为 1508.9 元/吨，周跌幅 1.15%；涤

纶 POY-PTA-MEG 价差为 1452.3 元/吨，周涨幅 0.82%；丙烯-丙烷 PDH 价

差为 315.4 美元/吨，周跌幅 12.44%；丙烯酸-丙烯价差为 2629.34 元/吨，周

跌幅 5.46%。 

市场回顾 

➢ 上周石油石化指数上涨 2.46%，同期上证指数上涨 2.36%，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5%，石油石化板块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09 个百分点，在所有

行业中排名第 11 位。从细分板块来看，上周石化各子板块普涨，油田服务、

油品销售及仓储、其他石化、炼油、石油开采涨幅分别为 7.63%、5.03%、

3.58%、1.2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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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 伊朗油轮红海遇袭 船上装载原油泄漏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艘油轮 11 日在红海遇袭。伊朗外交部证实，两枚“导

弹”击中油轮。多家伊朗媒体 11 日早些时候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沙

特阿拉伯吉达港大约 96 公里处爆炸并起火。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油轮可

能遭遇“恐怖袭击”。伊朗石油公司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说，两枚导弹在红海

水域击中该企业的苏伊士型油轮“萨比提”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油轮

船体受损，船上装载的原油泄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泄漏晚些

时候停止。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油轮上的船员安全。（信息来源：中国石

油新闻中心） 

投资建议 

➢ 上周油服板块表现亮眼，符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致使资本支出持续上

升、中东原油断供风险恐推升国际油价的投资逻辑，后续持续关注国内原

油开采及油服板块，建议关注标的：海油工程、中海油服。 

风险提示 

➢ 油价大幅波动的风险、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宏观经济大幅下滑  

的风险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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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1.行情回顾 .................................................................................................................................................................... 5 

1.1 行业整体表现 ...................................................................................................................................................... 5 

1.2 细分板块及个股表现 .......................................................................................................................................... 5 

1.3 行业估值情况 ..................................................................................................................................................... 6 

2、石化产品价格和价差 .............................................................................................................................................. 6 

3.行业要闻 .................................................................................................................................................................. 10 

4.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 12 

5.投资建议 .................................................................................................................................................................. 12 

6.风险提示 .................................................................................................................................................................. 13 

图表目录 

图 1：行业周涨跌幅（%） ......................................................................................................................................... 5 

图 2：子行业涨跌幅情况（%） .................................................................................................................................. 5 

图 3：上周个股涨/跌前 5 名 ........................................................................................................................................ 5 

图 4：石化行业 PE(TTM)变化 .................................................................................................................................... 6 

图 5：子版块 PE(TTM)变化 ........................................................................................................................................ 6 

图 6：原油期货价格（美元/桶） ................................................................................................................................. 6 

图 7：国内汽油、柴油价格（元/吨） ......................................................................................................................... 6 

图 8：NYMEX 天然气（美元/百万英热）.................................................................................................................. 7 

图 9：全国 LNG 价格指数 ........................................................................................................................................... 7 

图 10：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千桶） ........................................................................................................................ 7 

图 11：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活跃钻井总数（部） ......................................................................................................... 7 

图 12：PX-石脑油价差（美元/吨） ............................................................................................................................ 9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4  

图 13：乙烯-石脑油价差（美元/吨） .......................................................................................................................... 9 

图 14：PTA-二甲苯价差（元/吨） .............................................................................................................................. 9 

图 15：涤纶 POY-PTA-MEG 价差（元/吨） .............................................................................................................. 9 

图 16：丙烯-丙烷 PDH 价差（美元/吨） .................................................................................................................... 9 

图 17：丙烯酸-丙烯价差（元/吨） .............................................................................................................................. 9 

表：过去一周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 12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5  

1.行情回顾 

1.1 行业整体表现 

上周石油石化指数上涨 2.46%，同期上证指数上涨 2.36%，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5%，石油石化板块跑

输沪深 300 指数 0.09 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 11 位。 

图 1：行业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2 细分板块及个股表现 

从细分板块来看，上周石化各子板块普涨，油田服务、油品销售及仓储、其他石化、炼油、石油开采

涨幅分别为 7.63%、5.03%、3.58%、1.25%、0.55%。从个股来看，上周石化个股涨幅前 5 名分别为：光正

集团、宝莫股份、中海油服、海油工程、贝肯能源；跌幅前 5 名分别为：华鼎股份、中天能源、中国石油、

广聚能源、康普顿。 

图 2：子行业涨跌幅情况（%） 图 3：上周个股涨/跌前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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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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行业估值情况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1 日，上证指数 PE（TTM）为 12.34，石油石化行业 PE(TTM)为 17.58。 

图 4：石化行业 PE(TTM)变化 图 5：子版块 PE(TTM)变化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2、石化产品价格和价差 

图 6：原油期货价格（美元/桶） 图 7：国内汽油、柴油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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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NYMEX 天然气（美元/百万英热） 图 9：全国 LNG 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BAIINFO、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0：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千桶） 图 11：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活跃钻井总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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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原油价格双双上涨，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54.70 美元/桶，周涨幅 3.58%；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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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特原油价格收于 60.51 美元/桶，周涨幅 3.67%；国内汽油市场价 7321 元，周跌幅 5.34%；柴油市场价 6959

元，周跌幅 2.01%；NYMEX 天然气期货价格收于 2.22 美元/百万英热，周跌幅 5.53%；2019 年 10 月 12 日，

全国 LNG 价格指数为 3370 元/吨。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三(10 月 9 日)公布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连续 4 周增长且增幅再超预期，

但成品油库存继续下降。EIA 公布，截至 10 月 4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292.7 万桶至 4.256 亿桶，连

续 4 周录得增长，市场预估为增加 141.3 万桶。更多数据显示，上周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原油库存增加 94.1

万桶。美国精炼油库存减少 394.3 万桶，连续 3 周录得下滑，且创 3 月 22 日当周(29 周)以来最大降幅，市

场预估为减少 211.4 万桶。美国汽油库存减少 121.3 万桶，市场预估为减少 25.7 万桶。上周美国原油出口增

加 53.4 万桶/日至 340.1 万桶/日，连续 3 周录得下滑后再度录得增长；上周美国原油进口减少 6.7 万桶/日至

622.4 万桶/日，连续 3 周录得下滑。EIA 数据显示，炼厂产能利用率下降 0.7%至 85.7%，降至 2017 年 10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上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增加 20 万桶至 1260 万桶/日，创纪录新高。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周五(10 月 11 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11 日当周，美国石油

活跃钻井数增加 2 座至 712 座，八周来首次录得增长。截至 9 月底已经连续 10 个月录得减少，为历史上最

长连续下降月数。去年同期为 869 座。美国石油活跃钻井 9 月累计减少 29 座，第三季度累计减少 80 座，

创 2016 年第一季度来最大季度降幅。而 8 月曾减少 34 座，创 2019 年 3 月来最大降幅，7 月则累计减少了

17 座。更多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累计减少 23 座。第一季度则减少 69 座，为 2016

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降幅，当时减少了 164 座。更多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11 日当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活

跃钻井总数增加 1 座至 856 座。 此外，贝克休斯在报告中称，美国当周天然气活跃钻井数减少 1 座至 143

座。 

价格方面，本周二氯甲烷产品涨幅居前（9.96%），价差方面，PX-石脑油价差为 243.58 美元/吨，周跌

幅 14.22%；乙烯-石脑油价差为 171.58 美元/吨，周跌幅 43.86%；PTA-二甲苯价差为 1508.9 元/吨，周跌幅

1.15%；涤纶 POY-PTA-MEG 价差为 1452.3 元/吨，周涨幅 0.82%；丙烯-丙烷 PDH 价差为 315.4 美元/吨，周

跌幅 12.44%；丙烯酸-丙烯价差为 2629.34 元/吨，周跌幅 5.46%。 

表 1:化工产品价格周涨跌幅（%） 

产品 周涨幅 产品 周跌幅 

二氯甲烷 9.96% 粗苯 -8.41% 

环氧氯丙烷 8.89% 环己酮 -8.10% 

硝酸铵 8.66% 盐酸 -8.00% 

硫磺 8.05% 氯化铵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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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氧水 7.98% 硝酸 -5.41% 

环氧丙烷 4.19% 混二甲苯 -4.98% 

硫酸 4.11% 苯乙烯 -4.81% 

黄磷 3.04% DOP -4.00% 

PX 3.03% 液氨 -3.65% 

乙二醇 2.61% 加氢苯 -3.57% 

数据来源：生意社、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2：PX-石脑油价差（美元/吨） 图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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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PTA-二甲苯价差（元/吨） 图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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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丙烯-丙烷 PDH 价差（美元/吨） 图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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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业要闻 

➢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强调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

会议，研究进一步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审议通过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部署今冬明春保暖保供

工作。会上，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作了汇报，能源委成员单位发了言。李克强说，近年来，我国能源发展

取得新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基础支撑作用。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保障能源供

给是长期战略任务。面对国际能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能源领域新形势新挑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和国际

合作，以能源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 我国将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市场 

2019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10 月 9 日在天津开幕。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国将进一步推进矿业市场开放。自

然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在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已着手对矿产资源法进行修订起草工作，将全面推进矿业权

公开竞争出让，严格限制协议出让，更加充分地保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更加平等地对待国内外各类市场

主体。凌月明说，年内自然资源部将推出一批优化矿产资源行政审批制度和流程、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

市场、调整中央和地方矿业权审批权限等重大改革措施，不断完善对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的激励机制，整合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建立矿产资源储量定期调查评价制度，加强矿业用地用

海保障，鼓励矿山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风险勘查工作的积极性。（信息来源：经济日报） 

➢ 燃料乙醇产能缺口巨大各地加大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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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国家发改委等 15 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

案》(下称《方案》)中提出的“到 2020 年实现乙醇汽油全国基本覆盖”目标，已不足一年时间，眼下各地

加大了推广力度。继河北、山西发文外，近日山东省也制定了车用乙醇汽油推广工作方案，提出此前试点

的济南等 8 市在 10 月底前实现全城推广使用，9 市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使用，届时山东实现全封闭使用。

（信息来源：华夏时报） 

➢ 伊朗油轮红海遇袭 船上装载原油泄漏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艘油轮 11 日在红海遇袭。伊朗外交部证实，两枚“导弹”击中油轮。多家伊朗媒

体 11 日早些时候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大约 96 公里处爆炸并起火。伊朗学生通讯

社报道，油轮可能遭遇“恐怖袭击”。伊朗石油公司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说，两枚导弹在红海水域击中该企业

的苏伊士型油轮“萨比提”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油轮船体受损，船上装载的原油泄漏。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泄漏晚些时候停止。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油轮上的船员安全。（信息来源：中国石油

新闻中心） 

➢ 欧佩克连续第三个月下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周四连续第三个月下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称亚太地区和美洲发达经济体的数

据弱于预期。此举可能会给这个中东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集团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其在 12 月的会议上实施

一轮更深层次的减产。在一份备受关注的月度报告中，欧佩克将今年剩余时间内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

调至每日 98 万桶，这比 9 月份的预估减少了 4 万桶/天。（信息来源：中国石油新闻中心） 

➢ IEA 报告： 氢能正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期 

国际能源署(IEA)与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日前在北京联合发布《氢的未来—抓住今天的机遇》报告。

报告指出，全球能源结构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型背景下，氢能正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世界各国的氢能

发展政策和项目数量迅速增加。与会专家认为，强化政策引导、破解技术瓶颈、降低应用成本、加强国际

合作是促进氢能规模化发展的重要途径。IEA 能源技术政策部主任 TimurGül 博士介绍说，氢能利用有助于

解决当前能源行业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氢能为长途运输、化工和钢铁等难以脱碳的行业提供了脱碳的

有效途径，促进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其次，氢能可以帮助调节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波

动，以较低成本丰富可再生能源的存储方式；第三，氢能的利用将促进能源结构多元化，促进能源供应安

全。（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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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表 2：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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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08 齐翔腾达  10 月 12 日 
2019 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943,791.61 元，较去年同

期增加 40.42%，主要原因：持续加强应收账款的收回力度。年初至

报告期末，营业收入 24,045,651,351.19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53.99%，

主要原因：主要是公司完成 GraniteCapital S.A 及菏泽华立收购后，

新增加营业收入所致，同时国内供应链收入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9,215,100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5191%，最高成交价为 8.1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14 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 69,535,353 元(不含交易费用)。 

000968 蓝焰控股 10 月 11 日 
2019 年前三季度

业绩预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000 万元-51,000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约：2.49%-6.67%基本每股收益：约 0.51 元-0.53 元。2019 年

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由于持续推进老区块新

井投运和旧井改造，实现稳产增产；强化运营管理，努力增收节支、

降本增效，推动煤层气主业盈利水平提升。 

603619 中曼石油 10 月 11 日 

关于新疆温宿项

目温 7 区块勘探进

展的公告 

2018 年 1 月 23 日，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签署了《探矿权成交确认书》，确认公司为

新疆塔里木盆地温宿区块（以下简称“新疆温宿区块”）石油天然气

勘查探矿权的竞得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披露的

《关于签订探矿权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2）。

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与国土资源部正式签订了《2017 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石油天然气勘查区块探矿权出让合同书》。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8年 2月 10日披露的《关于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8-010）。 

600339 中油工程 10 月 11 日 

关于子公司签订 

PC 总承包合同暨

日常关联交易公

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化分公司就广东石化 2000万吨/年重

油加工工程主体装置第五标段 PC 总承包项目，即石油焦制氢装置采

购、施工总承包项目签署 PC 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暂定总价 29.87

亿元（含税）。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5.投资建议 

上周油服板块表现亮眼，符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致使资本支出持续上升、中东原油断供风险恐推升国

际油价的投资逻辑，后续持续关注国内原油开采及油服板块，建议关注标的：海油工程、中海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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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不及预期；2）油价大幅波动的风险；3）化工品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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