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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化 

报告原因：定期报告 

 

行业周报 （20190916-20190922）     维持评级 

油价取决于供需关系主导，重点关注烧碱及钛白粉板块     看好 

2019 年 9 月 22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石化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核心观点  

➢ 上周 WTI 原油、布伦特原油价格受到沙特油田遇袭影响大幅上涨，

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58.09 美元/桶，周涨幅 5.91%；布伦特原油价格收

于 64.28 美元/桶，周涨幅 6.74%。周初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刺激油价飙升，

然而沙特保证将在本月底日产量将达到 1000 万桶，沙特原油产量恢复速度

快于预期，油价回吐部分涨幅。针对沙特 Abqaiq 和 Khurais 石油设施的袭

击引发地缘政治风险溢价，油价保持升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风险溢价，无

论沙特是否能够尽快恢复石油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前的原油日产量，都说明

原油基础设施和地区管道问题或成为影响原油供给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旦遭到全面攻击，这对于原油供给来说是毁灭性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

原油市场仍面临不确定性，沙特表态原油产量将在两至三周内恢复至正常

水平，然而复产进程的不确定性会为油价提供一定支撑。可以看到此次遇

袭事件中地缘政治风险对国际原油市场供求双方的心理预期及行为产生影

响，通过供求机制影响油价，中长期来看，油价仍取决于供需关系主导。 

➢ 价格方面，本周烧碱产品涨幅居前（18.47%），9 月开始国内烧碱市场

反弹，涨价气氛较浓；价差方面，PX-石脑油价差为 279.69 美元/吨，周跌

幅 10.16%；乙烯-石脑油价差为 371.02 美元/吨，周跌幅 2.32%；PTA-二甲

苯价差为 1478.73 元/吨，周跌幅 7.85%；涤纶 POY-PTA-MEG 价差为 1823

元/吨，周跌幅 2.06%；丙烯-丙烷 PDH 价差为 394.2 美元/吨，周跌幅 13.02%；

丙烯酸-丙烯价差为 2783.30 元/吨，周涨幅 1.09%。 

市场回顾 

➢ 上周石油石化指数下跌 0.95%，同期上证指数下跌 0.82%，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92%，石油石化板块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03 个百分点，在所有

行业中排名第 13 位。从细分板块来看，上周石化各子板块涨跌不一，油品

销售及仓储、石油开采、油田服务、炼油、其他石化涨跌幅分别为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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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7%、-0.53%、-3.49%。 

行业动态 

➢ 发改委：今冬天然气保供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即将迎来天然气迎峰度冬的关键阶段，今年天然气供应形势如何？有关

部门将如何准备和应对？9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

言人孟玮表示，做好今年供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任务依然比较艰巨，将从 5

个方面着手做好有关保障工作。据孟玮介绍，今年前 8 个月天然气表观消费

量 1992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0.4%;国内生产天然气 1141 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 9.3%；进口天然气 875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0.9%。产、进、销增长速度

基本相当，天然气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将继续会同有关地区、有关部门、有关企业从 5 个方面做好有关保

障工作。（信息来源：经济日报） 

投资建议 

➢ 受沙特油田遇袭影响，国内石化板块普涨，其中上游开采板块以及油

服设备板块表现亮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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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9 月开始国内

烧碱市场反弹，产品价格周涨幅为 18.47%，受到停工限产的影响，下游厂

商纷纷备货，预计后续烧碱价格仍有上调预期；目前钛白粉市场处于旺季，

9 月初国内钛白粉企业出现集中涨价，下游签单较多，目前国内主要金红石

型钛白粉市场主流价格暂为 14800-16300 元/吨之间，锐钛型钛白粉市场主

流价格为 12000-13000 元/吨之间。我们认为环保限产叠加“金九银十“消

费旺季，拉动钛白粉市场弹性需求。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钛白粉概念周

涨幅（16.94%）仅次于集成电路概念（17.94%），我们认为须重点关注旺季

需求回升，产品价格上涨的烧碱板块及钛白粉板块，个股方面建议关注国

内钛白粉行业龙头龙蟒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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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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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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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石油石化指数下跌 0.95%，同期上证指数下跌 0.82%，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92%，石油石化板块跑

输沪深 300 指数 0.03 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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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石化各子板块涨跌不一，油品销售及仓储、石油开采、油田服务、炼油、其他

石化涨跌幅分别为 1.30%、1.05%、0.67%、-0.53%、-3.49%。从个股来看，上周石化个股涨幅前 5 名分别为：

光正集团、贝肯能源、中天能源、康普顿、中曼石油；跌幅前 5 名分别为：三联虹普、澳洋健康、国际实

业、卫星石化、恒力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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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0 日，上证指数 PE（TTM）为 12.43，石油石化行业 PE(TTM)为 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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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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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 WTI 原油、布伦特原油价格大幅上涨，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58.09 美元/桶，周涨幅 5.91%；布

伦特原油价格收于 64.28 美元/桶，周涨幅 6.74%；国内汽油市场价 7915 元，周涨幅 10.07%；柴油市场价

7199 元，周涨幅 2.86%；NYMEX 天然气期货价格收于 2.54 美元/百万英热，周跌幅 3.05%；2019 年 9 月 20

日，全国 LNG 价格指数为 2991 元/吨。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三(9 月 18 日)公布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长，同时汽油和精炼油

库存同步攀升。EIA 公布，截至 9 月 13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105.8 万桶至 4.171 亿桶，连续 4 周录

得下滑后再度录得增长，市场预估为减少 288.9 万桶。更多数据显示，上周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原油库存减少

64.7 万桶，连续 11 周录得下滑。美国精炼油库存增加 43.7 万桶，市场预估为增加 40 万桶。美国汽油库存

增加 78.1 万桶，连续 3 周录得下滑后再度录得增长，且创 8 月 9 日当周(6 周)以来最大增幅，市场预估为减

少 103.3 万桶。上周美国原油出口减少 12 万桶/日至 317.5 万桶/日，连续 5 周录得增长后再度录得下滑；上

周美国原油进口增加 32.5 万桶/日至 705 万桶/日。此外，上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继续持平于 1240 万桶/日。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周五(9 月 20 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20 日当周，美国石油活

跃钻井数锐减 14 座至 719 座，连续五周录得下滑同时触及 2017 年 5 月来新低。截止 8 月底已经连续 9 个

月录得减少，美国产油商今年以来已经削减了大约 10%的资本支出。去年同期为 866 座。美国石油活跃钻

井数 8 月累计减少 34 座，创 2019 年 3 月来最大降幅，而 7 月累计减少了 17 座。同时，连 9 个月录得减少

也追平了 2016 年 5 月的最长月线连降周期纪录，当时也是连续 9 个月录得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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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0 日当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活跃钻井总数减少 18 座至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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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座至 148 座。 

价格方面，本周烧碱产品涨幅居前（18.47%），9 月开始国内烧碱市场反弹，涨价气氛较浓；价差方面，

PX-石脑油价差为 279.69 美元/吨，周跌幅 10.16%；乙烯-石脑油价差为 371.02 美元/吨，周跌幅 2.32%；PTA-

二甲苯价差为 1478.73 元/吨，周跌幅 7.85%；涤纶 POY-PTA-MEG 价差为 1823 元/吨，周跌幅 2.06%；丙烯

-丙烷 PDH 价差为 394.2 美元/吨，周跌幅 13.02%；丙烯酸-丙烯价差为 2783.30 元/吨，周涨幅 1.09%。 

表 1:化工产品价格周涨跌幅（%） 

产品 周涨幅 产品 周跌幅 

盐酸 176.92% 二氯甲烷 -9.54% 

烧碱 18.47% 双氧水 -8.11% 

丙酮 15.22% 三氯甲烷 -4.17% 

环氧氯丙烷 13.16% 硫酸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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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胺 12.63% 醋酸 -2.83% 

硝酸 12.62% 硫磺 -2.79% 

异丙醇 10.99% 苯乙烯 -2.04% 

丁二烯 10.59% 醋酸乙酯 -1.78% 

加氢苯 9.62% 氯化铵 -1.74% 

环己酮 8.65% 尿素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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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改委：今冬天然气保供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即将迎来天然气迎峰度冬的关键阶段，今年天然气供应形势如何？有关部门将如何准备和应对？9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做好今年供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任务依然

比较艰巨，将从 5 个方面着手做好有关保障工作。据孟玮介绍，今年前 8 个月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1992 亿立

方米，同比增长 10.4%;国内生产天然气 1141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3%；进口天然气 875 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 10.9%。产、进、销增长速度基本相当，天然气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将继续会同有关地区、有关部门、有关企业从 5 个方面做好有关保障工作。（信息来源：经济日报） 

➢ 成品油价上调 加满一箱油多花 5 元 

 继上轮成品油价格上调后,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 2019 年第十一次上涨。9 月 18 日,发改委发布通知,9

月 18 日 24 时将上调汽柴油限价,每吨汽油、柴油均上调 125 元。北京市发改委表示,89 号汽油由每升 6.21

元调整为 6.31 元,提高 0.10 元;92 号汽油由每升 6.64 元调整为 6.74 元,提高 0.10 元;95 号汽油由每升 7.06 元

调整为 7.17 元,提高 0.11 元;0 号柴油由每升 6.30 元调整为 6.41 元,提高 0.11 元。以油箱容量 50L 的普通私家

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多花 5 元左右。按市区百公里耗油 7L-8L 的车型,平均每行驶一千公

里费用增加 7-8 元左右。（信息来源：新京报） 

➢ 中国液化气进口市场仍将不断扩大 

2010 年至 2019 年，中国液化石油气(LPG)市场经历了三次变革，进入快速发展快车道。随着烯烃深加

工发展到烷烃组分的深度利用，中国 LPG 产业链的快速腾飞，受到了广大国际客户的关注，中国企业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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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活跃在国际市场舞台，中国企业参与 CP 定价推荐，与国际性企业合作等更多的参与到国际交易中，

中国市场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近日，以“中国 LPG 市场新竞争新需求”为主题的金联创亚太区域第八

届油气沙龙在新加坡再度拉开帷幕。这是中国民营资讯企业在国外举办的持续时间最长、人数最多、次数

最多、海外举办城市最多的大型石油、液化气论坛。其间，英国石油公司、壳牌、埃克森美孚、道达尔、

嘉能可、维多、埃尼集团、泰国石油、摩科瑞能源、菲利普斯 66、住友商事、巴西石油、菲律宾石油公司

等全球能源石化知名企业，包含首席分析专家、油气贸易商、市场经理、风控经理等海内外一百余名企业

代表莅临出席。（信息来源：国际商报） 

➢ 沙特为保障出口而寻求进口石油 

沙特在该国最大石油设施遇袭后，正与国外原油及其他石油产品生产商接触，为弥补自身供给缺口而

颠覆其通常因循的贸易往来模式。导弹袭击令沙特约一半的石油产能瘫痪，该国石油供给受到的这种干扰

正在整条全球石油供应链上产生连锁反应。石油交易员称，这个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为维护自己作为可靠

石油供给国的声誉，正寻求从至少一个邻国购买原油，并从全球市场额外购买石油产品。（信息来源：环球

外汇网） 

➢ 每日 20 万桶！欧佩克原油产量年内首次增加 

美国能源部长培瑞周二称,在周末沙特(沙乌地)阿拉伯石油基础设施遭袭后,美国仍在观望,以确定是否

需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稳定油市。"就能源市场而言,总统已指示我在必要时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石油,

以抵消任何潜在的供应中断,"培瑞在访问维也纳时告诉记者,"但从供应数据来看,我们相信油市仍然供应充

裕。"（信息来源：路透社） 

➢ BHGE 完成股份回购 更回原名贝克休斯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贝克休斯今天宣布,以每股 21.50 美元的价格向公众公开发行了 1.3225 亿股 BHGE A 级普

通股,每股面值 0.0001 美元。本次平仓包括承销商全部行使其期权,向出售股东额外购买 1725 万股 A 级普通

股。贝克休斯通用能源(BHGE)打算将其公司名称改为贝克休斯公司(即贝克休斯)。更名后,A 类普通股将在

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股票代号为“BKR”。（信息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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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93 荣盛石化   9 月 19 日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600 万吨 PTA 工程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和提升市场竞争力，扩大公司产

品的市场规模，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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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 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 600 万吨 PTA 工程”，项

目分两期实施，项目预计总投资 67.31 亿元。进一步增强公司完善的

产业链优势和提升市场竞争力，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规模，降低产品

的单位成本。项目建成后将面临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波动等市场

风险，同时也可能存在未来市场情况变化对经济效益的实现造成不确

定性影响的风险。为应对市场风险，公司将积极做好科学规划、稳步

建设、高质量经营，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公司内部

协同合作，精益求精，不断提高产品档次，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积极

提升产品的抗风险能力。该项目采用自有先进的 PTA 生产工艺，充分

依托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芳烃装置的公用工程，建设条件便利，对

提升公司的整体成本竞争优势有很大帮助，而且，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603225 新风鸣 9 月 19 日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的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

中石科技使用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公司实际

使用 2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为确保公司

中石科技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公司已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将补充流

动资金的 15,000 万元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满足

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2019 年 9 月 18 日，公司将剩余的补充流动资

金 10,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601857 中国石油 9 月 17 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A 股分红

派息实施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公司 2019年 6月 13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获股东大会授权决定 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有关

事宜。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9 年第 4 次会议

审议批准。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次

利润分配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183,020,977,818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76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4,211,578,927.57 元。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5.投资建议 

受沙特油田遇袭影响，国内石化板块普涨，其中上游开采板块以及油服设备板块表现亮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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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9 月开始国内烧碱市场反弹，产品价格

周涨幅为 18.47%，受到停工限产的影响，下游厂商纷纷备货，预计后续烧碱价格仍有上调预期；目前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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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市场处于旺季，9 月初国内钛白粉企业出现集中涨价，下游签单较多，目前国内主要金红石型钛白粉市场

主流价格暂为 14800-16300 元/吨之间，锐钛型钛白粉市场主流价格为 12000-13000 元/吨之间。我们认为环

保限产叠加“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拉动钛白粉市场弹性需求。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钛白粉概念周涨幅

（16.94%）仅次于集成电路概念（17.94%），我们认为须重点关注旺季需求回升，产品价格上涨的烧碱板块

及钛白粉板块，个股方面建议关注国内钛白粉行业龙头龙蟒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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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