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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行业观点：油价大幅下跌背景下，建议关注受影响较小的精细化工品种 

聚醚胺：供需持续紧张，价差进一步扩大。油价下跌带动聚醚胺原材料环氧丙烷、

丙二醇价格下滑，根据 Wind 数据，3 月 13 日环氧丙烷（石大胜华）报价 8,400 元

/吨，2019 年 Q4 均价 9,905 元/吨；3 月 13 日丙二醇（山东维尔斯）报价 6,900 元

/吨，2019 年 Q4 均价 7,528 元/吨。聚醚胺下游主要应用于风电叶片和页岩气开采，

随着国际油价下跌，页岩气开采行业将受到一定冲击；而受益于新一轮风电新政策

的出台，风电抢装需求刚性，我们认为风电叶片用聚醚胺将承接部分页岩抑制剂用

聚醚胺的需求。受春节期间疫情影响，国内聚醚胺生产企业开工率均有所下滑，加

剧行业供需紧张，目前主要厂商报价 25,000 元/吨，2019 年 Q4 均价 19,500 元/吨。

我们测算，“聚醚胺-0.634 环氧丙烷-0.313 丙二醇”价差由 2019Q4 的 10,864 元/吨

扩大至 17,515 元/吨，我们预计随着聚醚胺涨价以及原材料成本的降低，聚醚胺价

差有望进一步扩大，带来阿科力等行业龙头的利润向上弹性。 

聚醚单体-减水剂：乙烯价格持续走低，或将传导至环氧乙烷，下游聚醚单体和减

水剂盈利能力有望提升。环氧乙烷为合成聚醚单体的主要原材料，聚醚单体是生

产减水剂的重要中间体，因此聚醚单体和减水剂的盈利能力随环氧乙烷的价格而

波动。而环氧乙烷的价格与上游乙烯关联较大，受原油价格下跌影响，乙烯价格从

3 月 9 日起持续下降，据百川盈孚数据，3 月 13 日乙烯的价格为 640 元/吨，本周

（3 月 9 日-3 月 15 日）已下滑 8%左右。截至目前环氧乙烷的市场价格虽然暂稳，

为 7600 元/吨，但是受原油价格下跌影响，市场心态已渐显不稳，预计短期内不排

除部分区域因乙烯价格持续走低而调整价格。需求端，减水剂的终端应用为大型基

建和房地产等领域，与水泥用量密切相关，工程项目所使用的减水剂定价方式多为

长期协议价格，价格较为稳定。目前国家鼓励加大基建投资，强调要加快推进规划

中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认为，聚醚单体和减水剂或将受益于原

材料成本优势和下游强劲需求，盈利能力有望增强。 

⚫ 本周行业要闻 

我国生猪产能恢复势头好，维生素饲料添加剂需求有望直接受益于生猪补栏拉动；

大基金二期三月底开始实质投资，半导体材料龙头有望受益；中汽协公布 2 月汽

车产销数据并提出多项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建议，待政策出台后汽车产业链有望

受益；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一萤石矿井发生透水事故，安全隐患突出的企业将加速退

出，行业有效产能将持续收缩并向头部企业集中。 

⚫ 受益标的 

【新材料行业】聚醚胺领域技术领先的龙头企业阿科力、聚醚单体-减水剂一体化

龙头苏博特、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龙头皇马科技；安集科技、雅克科技、江化微、昊

华科技、彤程新材等；【维生素行业】：新和成、浙江医药、安迪苏、兄弟科技；【轮

胎行业】玲珑轮胎、赛轮轮胎；【涤纶工业丝行业】海利得。 

⚫ 风险提示：油价大幅下跌；环保督察不及预期；下游需求疲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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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化工股票行情：化工板块 89.92%个股周度下跌 

1.1、 覆盖个股跟踪：看涨萤石-制冷剂产业链，继续看好金石资源；聚醚

胺涨价叠加原材料成本降低，继续看好阿科力 

表1：重点覆盖标的公司跟踪 

覆盖个股 首次覆盖时间 覆盖评级 公司信息跟踪 

金石资源 2019/11/29 买入 

据公司公告称，3 月 6 日，控股子公司紫晶矿业已准许复产，紫晶矿业在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原计划开采原矿约 1,000 吨/天，占公司 2019 年全年总产量（约 35 万吨）的比例不

大，对 2019 年公司全年产量及利润等影响不大。前期，公司拟以不低于 5500 万且不超过 1.08

亿元的金额回购不超过 432 万股公司股份（占总股本 1.80%），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授予激励对

象权益。截至 2 月 28 日收盘，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262.38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的 1.09%。近期萤石矿企逐步复工，但开工率仍然不高，据百川盈孚统

计，截至目前国内萤石粉开工率为 25%左右。下游氢氟酸、氟化铝陆续复工，对萤石采购有支

撑。上下游复工时间错配，萤石价格继续上涨。据百川盈孚数据，截至 3 月 13 日，97 萤石湿

粉报 3333 元/吨（日涨幅+4.16 %，30 日涨幅+14.61%）。我们看好萤石行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

将保持景气周期。公司作为萤石行业龙头及唯一上市公司在未来行业整合和规范化进程中的良

好前景，我们再次强调公司的成长性更甚于周期性，继续看好公司未来成长。 

彤程新材 2020/02/21 买入 

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特种橡胶助剂企业之一，2018 年特种橡胶助剂产量占国内总产量 24%，

客户基本覆盖全球轮胎 75 强。公司 4.7 万吨募投项目陆续投产，我们看好公司凭借规模、客户、

技术优势，绑定优质客户共同成长，不断提升市场份额。公司间接收购中策橡胶 10.1647%股权，

我们测算本次收购将给公司带来每年约 5,000 万元的业绩增厚。公司积极布局电子酚醛和可降

解材料，未来值得期待。 

巨化股份 2020/02/11 买入 

 成本支撑较强，看好制冷剂坚挺运行，仍存上行动力。贸易商及空调厂家开工正逐步恢复，下

游制冷剂需求出现好转，叠加氟化工成本面支撑、物流、人工等成本也相应上涨，某三代制冷

剂厂商停产整顿等，现阶段厂家挺价意愿较强。截至 3 月 13 日，R32、R125、R134a 分别报

14000 元/吨、16000 元/吨、21000 元/吨，30 日涨幅分别达 7.69%、3.23%、2.44%。在制冷剂

需求稳中有升、二代制冷剂陆续退出、四代制冷剂普及遥遥无期的背景下，我们看好公司将持

续发挥成本、品牌与渠道等优势，充分把握行业洗牌与高端产品广阔的国产替代空间带来的机

遇，有望在未来率先享受制冷剂行业景气反转红利，开启公司发展的“黄金十年”。 

海利得 2020/03/09 增持 

公司是深耕行业近 20 年的涤纶工业丝行业龙头，主要生产涤纶工业丝（车用丝占比约 70%）、

轮胎帘子布、塑胶材料三大类产品。公司的车用丝和轮胎帘子布产品已分别绑定全球领先的汽

车安全总成厂商和轮胎制造商，未来将受益于下游需求增长和绑定效应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石塑地板新增产能 1200 万平方米将于 2020-2021 年陆续投放。我们看好公司的石塑地板将随欧

美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步放量，增长空间广阔。公司在越南建设年产 11 万吨差别化涤纶工业

丝项目，预计产能将于 2020-2021 年逐步投放。众多轮胎和安全气囊行业龙头已在越南布局，

越南工厂为就近配套下游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越南具有较大的税收优势，据我们测算，

在仅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相较于同等产能的国内工厂，海利得越南工厂的净利率将提升

2.2%-3.7%。我们看好公司业绩将迎拐点，未来成长可期。 

阿科力 2019/12/08 买入 

油价下跌带动聚醚胺原材料环氧丙烷、丙二醇价格下滑，聚醚胺价差持续扩大。公司聚醚胺产

品主要应用于风电叶片和页岩气开采，随着国际油价下跌，页岩气开采行业将受到一定冲击；

受益于新一轮风电新政策的出台，风电抢装需求刚性。我们预计，风电叶片用聚醚胺将承接部

分页岩抑制剂用聚醚胺的需求。公司页岩用聚醚胺以大客户订单为主，售价相对稳定，而风电

用聚醚胺散单报价持续高涨，我们认为销售结构的变化有望进一步推升公司聚醚胺的整体价格

水平。我们预计 2020Q1 聚醚胺均价约 21,500 元/吨，2020Q2 聚醚胺均价有望上涨至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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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个股 首次覆盖时间 覆盖评级 公司信息跟踪 

25,000 元/吨，聚醚胺涨价叠加原材料成本降低，带来阿科力利润向上的弹性。 

华鲁恒升 2020/02/10 买入 

公司主营产品醋酸、甲醇、尿素、乙二醇等目前都接近历史周期底部，我们预计 2020 产品价格

将有所反弹，公司业绩弹性较大。长期来看，公司作为煤化工龙头，经过多年积淀成本优势显

著，我们看好公司将继续维持较强的成本优势，在行业处于周期底部的时候仍能维持超乎行业

平均水平的盈利水平。 

利安隆 2020/1/3 买入 

据公司 2 月 29 日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示，2019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0.46 亿元，同比增

长 37.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3 亿元，同比增长 36.04%。未来五年国内

烯烃产能投放在 5,000 万吨以上，我们测算烯烃扩产带来的抗氧化剂需求约 10-15 万吨、光稳

定剂需求约 2.5 万吨。公司通过不断的产能投放，业绩保持高速增长，公司现有抗老化剂设计

产能 59,900 吨，未来将在珠海建设年产 12.5 万吨抗氧化剂项目。我们看好公司作为国内抗老剂

领域唯一上市公司，通过内生外延积极扩张，有望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1.2、 本周股票涨跌排行：至正股份、名臣健康等领涨 

本周化工板块的 357 只个股中，有 33 只周度上涨（占比 9.24%)，有 321 只周度

下跌（占比 89.92%)。7 日涨幅前十名的个股分别是：至正股份、名臣健康、泰和科

技、元力股份、多氟多、辉隆股份、国际实业、杭州高新、吉林化纤、国恩股份；7

日跌幅前十名的个股分别是：神马股份、沃特股份、金发科技、卫星石化、道恩股份、

南京聚隆、东华能源、普利特、茂化实华、阿科力。 

表2：化工板块个股 7 日涨幅前十：至正股份、名臣健康等本周领涨 

涨幅排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本周五收盘价 股价 7 日涨跌幅 股价 30 日涨跌幅 股价 120 日涨跌幅 

1 603991.SH 至正股份 23.55 34.34% 48.02% 41.36% 

2 002919.SZ 名臣健康 16.74 13.96% 20.69% 8.98% 

3 300801.SZ 泰和科技 44.76 12.29% 10.79% - 

4 300174.SZ 元力股份 17.45 11.22% 12.58% 6.27% 

5 002407.SZ 多氟多 13.76 10.97% 14.29% 21.23% 

6 002556.SZ 辉隆股份 7.94 10.89% 21.22% 51.24% 

7 000159.SZ 国际实业 6.08 10.14% 20.40% 11.15% 

8 300478.SZ 杭州高新 13.58 9.52% 23.57% 19.23% 

9 000420.SZ 吉林化纤 2.86 7.92% 34.27% 39.51% 

10 002768.SZ 国恩股份 45.29 7.83% 96.91% 92.72%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3：化工板块个股 7 日跌幅前十：神马股份、沃特股份等领跌 

涨幅排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本周五收盘价 股价 7 日涨跌幅 股价 30 日涨跌幅 股价 120 日涨跌幅 

1 600810.SH 神马股份 8.31 -26.40% 22.03% 14.62% 

2 002886.SZ 沃特股份 30.03 -26.20% 34.42% 25.23% 

3 600143.SH 金发科技 9.00 -25.00% -6.05% 38.46% 

4 002648.SZ 卫星石化 15.08 -23.53% -8.83% 14.42% 

5 002838.SZ 道恩股份 41.47 -22.69% 87.39% 2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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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排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本周五收盘价 股价 7 日涨跌幅 股价 30 日涨跌幅 股价 120 日涨跌幅 

6 300644.SZ 南京聚隆 33.12 -22.18% 12.84% 16.01% 

7 002221.SZ 东华能源 9.58 -21.48% 0.84% 20.81% 

8 002324.SZ 普利特 16.47 -21.27% 14.06% 22.27% 

9 000637.SZ 茂化实华 4.56 -20.70% -2.56% 10.14% 

10 603722.SH 阿科力 29.23 -19.68% -14.73% 17.30%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2、 本周化工行情跟踪及事件点评：本周化工品涨跌互现  

2.1、 本周化工行情跟踪：申万化工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84% 

截至本周五（03 月 13 日），上证综指收于 2887.43 点，较上周五（03 月 06 日）

的 3034.51 点下跌 4.85%；沪深 300 指数报 3895.31 点，较上周五下跌 5.88%；申万

化工行业指数报 2659.43 点，较上周五下跌 8.72%；CCPI（中国化工产品价格指数）

报 3649 点，较上周五下跌 3.64%。本周申万化工行业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84%。 

近 7 日我们跟踪的 218 种化工产品中，有 29 种产品价格较上周上涨，有 118 种

下跌。7 日涨幅前十名的产品是：维生素 VA、维生素 D3、蛋氨酸、液氯、维生素 B2、

合成氨、硫酸、维生素 VE、萤石 97 湿粉、硫磺；7 日跌幅前十名的产品是：布伦特、

丙烷（CFR 华东）、WTI、SC、纯苯、PX（CFR 中国）、燃料油、PTA、丙酮、邻二

甲苯。 

近 7 日我们跟踪的 66 种产品价差中，有 37 种价差较上周上涨，有 22 种下跌。

7 日涨幅前五名的价差是：“二甲醚-1.41×甲醇”、“丁二烯-丁烷”、“丙烯-1.2×丙烷”、

“乙烯-石脑油”、“纯苯-石脑油”；7 日跌幅前五名的价差是：“丙烯腈-1.2×丙烯-0.48

×合成氨”、“PTA-0.655×PX”、“甲醇-2.6×无烟煤”、“环氧氯丙烷-0.64×丙烯-0.15

×烧碱-2.07×液氯”、“磷酸二铵-1.35×硫酸-1.65×磷矿石-0.22×合成氨”。 

本周化工板块的 357 只个股中，有 33 只周度上涨（占比 9.24%)，有 321 只周度

下跌（占比 89.92%)。7 日涨幅前十名的个股分别是：至正股份、名臣健康、泰和科

技、元力股份、多氟多、辉隆股份、国际实业、杭州高新、吉林化纤、国恩股份；7

日跌幅前十名的个股分别是：神马股份、沃特股份、金发科技、卫星石化、道恩股份、

南京聚隆、东华能源、普利特、茂化实华、阿科力。 

 

图1：本周申万化工行业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84%  图2：本周五 CCPI 报 3649 点，较上周五下跌 3.64%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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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周行业事件点评： OPEC+减产谈判失败，沙特和阿联酋决定增产

进一步加剧原油价格下挫，建议关注受油价下跌影响较小的精细化工品种  

2.2.1、 本周行业观点：建议关注受油价下跌影响较小的精细化工品种 

【宏观层面】OPEC+减产谈判失败，沙特、阿联酋大幅增产进一步加剧原油价

格下挫。3 月 6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扩大减产谈判以

失败告终。受此消息影响，市场信心受挫，叠加疫情影响，原油价格大跌，周一（3

月 9 日）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报 34.36 美元/桶，当日收跌 24%；WTI 原油期货收

盘价报 31.13 美元/桶，当日收跌 25%。据路透社报道，3 月 7 日，沙特大幅下调 4 月

份原油出口官价，调价幅度高达 4-7 美元/桶，为 20 年之最；3 月 12 日，沙特决定启

动 10 多年来的首次增产计划，并已准备好就产量水平和石油市场份额展开一场持久

战。沙特阿美表示公司已经接到沙特能源部的指示，将把原油产能提高 100 万桶/日，

产能将从目前的 1200 万桶/日提高至 1300 万桶/日。同时，OPEC 成员国阿联酋表示，

其国有石油巨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也将在下个月把原油产量提高 100 万桶/日，

至 400 多万桶/日。沙特和阿联酋的增产计划进一步加剧了价格压力，油价颓势依旧，

据 Wind 数据，截至 3 月 13 日，布伦特原油期货报收于 33.85 美元/桶，WTI 原油期

货报收于 31.73 美元/桶。 

在油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我们建议关注受原油价格影响较小的精细化工品种

和相关受益标的。聚醚胺：供需持续紧张，价差进一步扩大。油价下跌带动聚醚胺原

材料环氧丙烷、丙二醇价格下滑，根据 Wind 数据，3 月 13 日环氧丙烷（石大胜华）

报价 8,400 元/吨，2019 年 Q4 均价 9,905 元/吨；3 月 13 日丙二醇（山东维尔斯）报

价 6,900 元/吨，2019 年 Q4 均价 7,528 元/吨。聚醚胺下游主要应用于风电叶片和页

岩气开采，随着国际油价下跌，页岩气开采行业将受到一定冲击；而受益于新一轮风

电新政策的出台，风电抢装需求刚性，我们认为风电叶片用聚醚胺将承接部分页岩

抑制剂用聚醚胺的需求。受春节期间疫情影响，国内聚醚胺生产企业开工率均有所

下滑，加剧行业供需紧张，目前主要厂商报价 25,000 元/吨，2019 年 Q4 均价 19,500

元/吨。我们测算，“聚醚胺-0.634 环氧丙烷-0.313 丙二醇”价差由 2019Q4 的 10,864

元/吨扩大至 17,515 元/吨，我们预计随着聚醚胺涨价以及原材料成本的降低，聚醚胺

价差有望进一步扩大，带来阿科力等行业龙头的利润向上弹性。受益标的：聚醚胺领

域技术领先的龙头企业阿科力。 

聚醚单体-减水剂：乙烯价格持续走低，或将传导至环氧乙烷，下游聚醚单体和

减水剂盈利能力有望提升。环氧乙烷为合成聚醚单体的主要原材料，聚醚单体是生

产减水剂的重要中间体，因此聚醚单体和减水剂的盈利能力随环氧乙烷的价格而波

动。而环氧乙烷的价格与上游乙烯的关联较大，受原油价格下跌影响，乙烯价格从 3

月 9 日起持续下跌，据百川盈孚数据，3 月 13 日乙烯的价格为 640 元/吨，本周（3

月 9 日-3 月 15 日）已下跌近 8%。截至目前环氧乙烷的市场价格虽然暂稳，为 7600

元/吨，但是受原油价格下跌影响，市场心态已渐显不稳，观望情绪浓厚，预计短期

内不排除部分区域因乙烯价格持续走低而调整价格。需求端，减水剂的终端应用为

大型基建和高层建筑等混凝土领域，与水泥用量密切相关，工程项目所使用的减水

剂定价方式多为长期协议价格，价格较为稳定。目前国家鼓励加大基建投资，强调要

加快推进规划中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除天

津、内蒙古、新疆、海南、辽宁、青海等地尚未公布整体投资计划外，全国其余省份

所公布投资总额已经超过 40 万亿元。综合对比全国各省份公布的投资计划，交通、

能源等大基建项目仍占较大比重。因此，我们认为，聚醚单体和减水剂或将受益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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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本优势和下游需求强劲，盈利能力有望增强。受益标的：聚醚单体-减水剂一

体化龙头苏博特、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龙头企业皇马科技。 

2.2.2、 行业新闻点评： 我国生猪产能恢复势头好，维生素饲料添加剂需求有望直接

受益于生猪补栏拉动；大基金二期三月底开始实质投资，半导体材料龙头有望受益；

中汽协公布 2 月汽车产销数据并提出多项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建议 

【维生素行业】我国生猪产能恢复势头好，维生素饲料添加剂需求有望直接受

益于生猪补栏拉动。近日，全国畜牧总站、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发布了《2019 年全国

饲料工业发展概况》。《概况》显示，2019 年，受生猪产能下滑和国际贸易形势变化

等影响，全国工业饲料产值和产量下降，产品结构调整加快，饲料添加剂产品稳步增

长，规模企业经营形势总体平稳。2019 年全年，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 22885.4 万吨，

同比下降 3.7%。其中猪饲料 7663.2 万吨，同比下降 26.6%（仔猪、母猪、育肥猪饲

料分别下降 39.2%、24.5%、15.9%）；蛋禽饲料 3116.6 万吨，同比增长 9.6%；肉禽

饲料 8464.8 万吨，同比增长 21.0%；在饲料总产量中，猪饲料占比从 2018 年的 43.9%

下降到 33.5%，禽饲料占比从上年的 41.4%上升到 50.6%。从饲料添加剂产量来看，

全国饲料添加剂产量 1199.2 万吨，同比增长 8.2%。其中，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元

素产量分别为 330 万吨、127 万吨、590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0.5%、14.7%、4.1%。

本轮超级猪周期开启于 2018 年 5 月，迄今已历时 1 年 10 个月，猪价仍未迎来向下

拐点。受养殖行业产能淘汰升级、集中度提升、非洲猪瘟致使大批生猪死亡，而本轮

周期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过快下滑等影响，目前市场上仍存较大生猪供给缺口。

近日，国务院、农业农村部、各地方政府已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多措并举促进生猪生

产恢复、保障猪肉市场供给。据网易新闻报道，近期我国生猪产能恢复势头好，但生

猪供给仍不足。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及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数据，70%的维生素用于下游

饲料添加剂，其中约 33.5%-43.9%的饲料为猪饲料，2019 年猪饲料产量同比下降

26.6%，我们测算出 2019 年维生素需求（猪饲料端）同比下滑了 7.2%。待疫情稳定，

我们预计从下半年开始，伴随猪肉供给逐步增长，非洲猪瘟的边际影响将逐步减弱。

我们预计在 1-2 年内，维生素需求有望受到生猪补栏操作的利好拉动。值得注意的

是，维生素受供给端影响较大，平滑后长期来看，维生素需求整体仍将呈现平稳增长

态势，我们建议持续跟踪维生素供给端中间体环节、全球及国内维生素厂商运行动

态。受益标的：新和成、浙江医药、安迪苏等。 

【新材料行业】大基金二期三月底开始实质投资，半导体材料龙头有望受益。

据中国证券报 3 月 12 日报道，随着资金认缴逐步到位，以及国内疫情趋势好转，预

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二期三月底开始实质投资。资金规模上，与大基金一期相

比，二期资金规模明显提升。大基金一期注册资本 987.2 亿元，投资总规模达 1,387

亿元，二期注册资本达 2,041.5 亿元；参照大基金一期撬动 5,145 亿元的社会融资，

共计带来约 6,500 亿元资金进入集成电路行业，我们预计大基金二期将同样具备显著

撬动作用。资金投向上，与侧重于制造端的大基金一期相比，二期或将侧重于国产材

料、设备等上游产业链环节。大基金管理机构华芯投资表示，大基金二期将在稳固一

期投资企业基础上弥补一期空白，加强半导体设备、材料和 IC 设计等附加值较高环

节的投资。我们认为，随着大基金二期实质投资的正式启动，国内半导体材料产业链

有望迎来新一轮的产业支持。受益标的：安集科技、雅克科技、江化微、昊华科技等。 

【汽车产业链相关行业】中汽协公布 2 月汽车产销数据并提出多项刺激汽车消

费的政策建议。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3 月 12 日中汽协发布 2020 年 2 月汽车工业经

济运行情况。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企业生产水平较低、消费需求受到严重抑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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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内汽车产销量出现大幅下滑，分别完成 28.5 万辆和 3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79.8%

和 79.1%。1-2 月，累计产销分别完成 204.8 万辆和 223.8 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

降 45.8%和 42%。行业复工返岗情况显示，整车厂中，截至 3 月 11 日，23 家企业集

团（年销量占比超过 96%）复工率为 90.1%，员工返岗率为 77%；零部件企业中，截

至 3 月 9 日，13 家主要零部件企业集团有 6 家已全部复工，5 家复工率超过 80%。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汽车行业的影响，中汽协从加快复工复产、启动市场、刺激消费

及稳增长方面提出五点建议：一、加快推进包括湖北地区企业的复工复产；二、保障

用工，提高物流效率；三、积极调整管理政策为企业减负；四、继续大力发展新能源

汽车产业，培育特色市场；五、尽快出台政策，激发消费潜力，其中包括限购地区适

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解禁新能源汽车限购、调整小排量(1.6L 级以下)乘用车购置税

率和出台汽车下乡促进消费政策等。同时，中汽协方面表示，根据目前产销量数据，

基本可以判断乘用车市场已触底，3 月有望回升，在现有疫情情况下，预计第三季度

中国汽车工业将全面恢复。我们认为，若能及时出台和落实一系列刺激汽车消费政

策，将有效提振市场，会对整个汽车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汽车产业

链相关企业将充分受益。受益标的：优质国产轮胎龙头企业玲珑轮胎和赛轮轮胎、

特种橡胶助剂龙头彤程新材、车用涤纶工业丝龙头企业海利得。 

【萤石行业】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一萤石矿井发生透水事故，安全事故再次向矿

企敲响警钟。据信阳市人民政府网消息，2020 年 3 月 13 日凌晨，信阳市平桥区氟鑫

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09 月，注册资本为 60 万元，主要从事萤石开采及销

售等经营活动）在开展清理巷道、疏通管路等开工前准备工作时，发生矿井透水事

故。事故发生时共有 9 人在井下作业，其中 2 人安全升井，7 人被困井下。截至 3 月

13 日下午，已经搜救出 2 人，已无生命体征，剩余 5 人仍被困井下，抢险救援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我国萤石大中型萤石矿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华中地区和内

蒙古白云鄂博、二连浩特一带；其中华中地区的萤石矿床分布在京广线的郴州以北

到郑州以南的铁路线两侧，贯穿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其中河南萤石资源及矿厂则

主要分布在洛阳、岳阳、信阳等地。自 2016 年供给侧改革起，国内主要产区持续加

大矿区审查整治力度，相继关停“小、散、乱”企业，要求自然保护区内的采矿企业

退出，进行生态恢复、环保生产、安全规范、甚至打黑等，抓手强化萤石资源的开采

整治，国内萤石产量连年下滑；而后在“小矿关闭而大厂扩张”的背景下，2019 年

国内萤石的总供应量有所增长。据卓创资讯统计，2017-2019 年，我国萤石年产量分

别为 430 万吨、354 万吨、400 万吨。我们认为本次事故的发生再次为矿企的安全生

产敲响了警钟，未来针对萤石行业的整顿与治理只有趋严而无放松可能，违规开采

生产、安全隐患突出的萤石矿企将加速退出，行业有效产能规模将持续收缩并向头

部企业集中。受益标的：金石资源。 

【制冷剂行业】美对华二氟甲烷（R32 制冷剂）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已作出反倾销产业损害初裁。2 月 13 日，应美国企业 Arkema Inc.于 1

月 23 日提交的申请，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二氟甲烷（Difluoromethane，

即制冷剂 R32）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无论二氟甲烷形式、类型及纯度水平如何，产

品涉及与 R125 的混合物，只要 R32 体积占比超过 52%，则包括在调查范围内；包

含除了五氟乙烷（R125）以外的产品混合物，只要 R32 体积占比超过 85%，则包括

在调查范围内。3 月 5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投票对进口自中国的二氟甲

烷作出了反倾销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裁定被主张存在倾销行为的涉案产品对美国

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在该项裁定中，5 名委员均投肯定票。基于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对中国涉案产品的肯定性裁定，美国商务部将继续对中国涉案产品进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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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调查，预计将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前作出反倾销初裁。按照美国反倾销程序流程，

若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终裁均为肯定，则商务部在收到国际贸易委员会

终裁后的 7 天内发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命令。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2018 年，美

国自中国二氟甲烷的进口量（同比）分别为 1.11 万吨、3.25 万吨（+192.1%）和 4.02

万吨（+23.7%），进口额（同比）分别为 3552.8 万美元、1.43 亿美元（+303.2%）和

1.97 亿美元（+37.5%）；据百川盈孚数据，2016～2018 年，国内 R32 产量分别为 8.75

万吨、11.58 万吨、16.97 万吨。即，2016～2018 年，我国对美出口 R32 占国内总产

量的比例分别为 12.7%、28.1%、23.7%。此前，我国三代制冷剂已有“美对华 R134a

反倾销案”的案例：2017 年 2 月 22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 1,1,1,2-

四氟乙烷（ 1,1,1,2-tetrafluoroethane，即制冷剂 R134a）作出反倾销调查肯定性终裁，

裁定强制应诉企业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三美化工有限公司以及具有单

独税率地位的涉案企业的倾销幅度为 148.79%；基于不利可得事实，强制应诉企业浙

江衢州联州致冷剂有限公司和其他中国生产商/出口商的倾销幅度为 167.02%（中国

普遍倾销幅度）等。我国制冷剂厂商如对反倾销案的仲裁不服，可以先上诉美国国际

贸易法院；如仍不服，可再上诉美国海关与专利法院。我们认为，若未来针对涉案产

品的反倾销税令正式实施，将对国内 R32 制冷剂厂商的利润与业绩造成一定冲击，

国内 R32 制冷剂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将削弱。 

【轮胎行业】为调整价格策略和增强盈利能力，全球知名轮胎制造商在北美地

区接连宣布涨价的消息。3 月 10 日，据新浪汽车报道，美国知名轮胎制造商固特异

计划在 4 月 1 日将固特异和凯利品牌的乘用车轮胎价格上调 5%，固特异指出，调整

价格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涨幅 5%反映出了固特异品牌的强大价

值。3 月 11 日，意大利领先轮胎品牌倍耐力也发布信息称，企业计划在 2020 年 4 月

6 日将北美地区的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的价格提高 5％，具体取决于生产线和轮胎尺

寸。此外，米其林和住友橡胶也已发布涨价通知，涨价幅度 5%-7%不等。我们认为

全球知名轮胎制造商在北美地区接连宣布涨价的消息，主要是为了调整价格策略，

适应市场以增强盈利能力的一步举措。目前国内轮胎厂商尚未发布涨价通知，轮胎

需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所下滑，目前尚未完全恢复；原材料天然橡胶和合成橡

胶均处于下跌状态，我们认为目前国内轮胎价格缺乏上涨条件，后续仍需持续关注

供需情况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动趋势。 

 

3、 本周化工价格行情：29 种产品价格周度上涨、118 种下跌 

3.1、 本周重点产品价格评述：本周维生素、萤石表现符合我们的预期，

价格继续上涨；PX 价格随原油价格大幅下跌 

维生素：货源紧张，本周 VA、VD3、VE、VB2 市场继续强势运行。据《科创板

日报》讯，德国巴斯夫集团（BASF）于当地时间 3 月 8 日确认，公司总部路德维希

港工厂一名工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感染者及其亲密接触者（其他巴斯夫员

工）均已居家隔离，而公司暂时没有关闭工厂的计划。在担忧国外 VA、VE 工厂生

产受影响的预期下，各厂商、渠道商持挺价惜售心态，本周（3 月 9 日-3 月 13 日）

VA、VE 继续维持强势。受疫情因素扰动，维生素供给端受限，而国内逐步恢复生猪

生产、饲料需求复苏，出口需求强劲等，维生素板块供需加速错配。目前，从厂商复

工进度来看，VB1 方面，据兄弟科技公司公告称，3 月 14 日，其全资子公司兄弟维

生素公司年产 3200 吨 VB1 项目、年产 1000 吨β-氨基丙酸项目及相关的配套设施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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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产，我们预计其前期零 VB1 的库存局面将得到有效缓解；VE 方面，3 月 13 日，

ST 冠福在互动平台上表示，受疫情影响，湖北的控股子公司能特科技尚未复工。在

益曼特交割后，DSM 已启动了对益曼特相关设施、资产及营运升级，因受疫情影响

目前未能确定完工日期。据百川盈孚数据，截至本周五（3 月 13 日），国内 VA 市场

价报 550 元/公斤（7 日涨幅 41.03%、30 日涨幅 74.60%）；VD3 报 150 元/公斤（7 日

涨幅 36.36%，30 日涨幅 51.52%）；VB2 报 110 元/公斤（30 日涨幅 11.11%）；VE 报

68 元/公斤（30 日涨幅 21.43%）。据卓创资讯数据，目前 VA、VD3、VE、VB2 欧洲

市场报价已分别涨至 74-75 欧元/公斤、 22-25 欧元/公斤、8.2-8.5 欧元/公斤、17-17.5

欧元/公斤。目前维生素板块整体市场气氛好转，贸易商积极出货，而市场供应偏紧，

VA 等品种主要给核心客户限量签单、发出口订单，国内订单和发货紧张，我们继续

看涨维生素板块。受益标的：新和成、浙江医药、兄弟科技等。 

萤石：上下游复工时间错配、供需矛盾升级已促发价格已大幅上涨。受疫情因

素影响，目前萤石矿山开采复工寥寥，多数厂家暂未恢复生产、以销售库存为主；而

下游氢氟酸、氟化铝陆续复工，对萤石采购有支撑。近一个月以来萤石粉价格持续上

涨，符合我们预期。截至 3 月 13 日，97 萤石湿粉报 3333 元/吨（日涨幅+4.16 %，30

日涨幅+14.61%）。华北、华中市场 97 湿粉主流成交在 3200-3400 元/吨；华东市场主

流成交在 3300-3500 元/吨。我们预计短期萤石价格仍有上行动力，氟化工产业链成

本支撑将继续坚挺。受益标的：金石资源。 

PX：PX 价格随原油价格断崖式下跌，但 PX-石脑油价差扩大，PX 利润有所上

涨。据百川盈孚数据，本周 CFR 中国周均价为 651.90 美元/吨，环比下跌 6.40%；

FOB 韩国周均价为 633.90 美元/吨，环比下跌 6.57%。供给端，中化弘润、福海创一

条线重启，海南炼化与福海创共计 180 万吨/年 PX 装置仍在检修；需求端，汉邦石

化、仪征化纤、台化等 PTA 装置重启，蓬威石化、福海创与恒力石化一条线进入检

修，截至目前约有 1065 万吨/年 的 PTA 装置处于停车状态，洛阳石化、天津石化、

上海石化等多套装置仍然降负荷运行，PTA 开工率整体下滑，对 PX 需求有所降低。

目前上游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下游 PTA 市场需求欠佳，我们预计短时间内 PX 市场

难以提振，将延续弱势。但是本周 PX-石脑油价差较上周有所扩大，3 月 13 日 PX-

石脑油价差为 1958 元/吨（7 日涨幅 13.57%），PX 市场利润上涨。 

 

表4：本周分板块价格跟踪：化工产品涨跌互现 

板块 产品 当前价格 单位 7 日涨跌幅 30 日涨跌幅 较 2020 年初涨跌幅 

石油/天然气化

工 

WTI 31.50 美元/桶 -31.37% -38.44% -48.41% 

布伦特 33.22 美元/桶 -33.55% -40.46% -49.67% 

石脑油 5,173 元/吨 -5.77% -10.19% -9.68% 

天然气期货 1.84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3.89% -0.16% -15.90% 

国内天然气 3,234 元/吨 2.70% 5.89% -12.33% 

液化气 3,651 元/吨 -7.78% -5.78% -21.89% 

乙烯 640 美元/吨 -7.91% -13.51% -14.67% 

丙烯 6,270 元/吨 -3.24% 5.38% -4.13% 

纯苯 4,440 元/吨 -13.37% -18.16% -23.55% 

苯酐 5,212 元/吨 -6.04% -12.80% -16.63% 

甲苯 4,283 元/吨 -9.51% -12.50% -21.71% 

二甲苯 4,400 元/吨 -10.39% -10.57% -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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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产品 当前价格 单位 7 日涨跌幅 30 日涨跌幅 较 2020 年初涨跌幅 

苯乙烯 5,967 元/吨 -9.15% -11.11% -20.01% 

聚酯/化纤 

PX 6,100 元/吨 0.00% -8.96% -9.70% 

PTA 3,700 元/吨 -11.48% -14.75% -23.79% 

MEG 3,918 元/吨 -8.31% -10.45% -21.45% 

聚酯切片 5,275 元/吨 -6.85% -11.91% -16.44% 

涤纶 POY 6,350 元/吨 -4.51% -10.56% -10.56% 

涤纶 FDY 6,800 元/吨 -2.16% -8.72% -8.72% 

涤纶 DTY 8,200 元/吨 -1.80% -5.75% -5.20% 

涤纶短纤 6,250 元/吨 -2.34% -6.72% -10.07% 

己内酰胺 9,650 元/吨 -3.50% -8.96% -12.67% 

锦纶切片 16,788 元/吨 -1.39% -3.87% -3.03% 

PA6 11,075 元/吨 -4.11% -10.87% -8.66% 

PA66 22,500 元/吨 0.00% 0.00% 0.00% 

丙烯腈 8,100 元/吨 -2.41% -21.36% -29.26% 

腈纶短纤 14,000 元/吨 0.00% -0.71% 0.00% 

氨纶 40D 29,500 元/吨 0.00% 0.00% 0.00% 

煤化工 

无烟煤 894 元/吨 0.79% 2.52% 2.17% 

煤油 4,215 元/吨 0.00% -15.45% -13.54% 

甲醇 1,642 元/吨 -5.14% 0.00% -11.53% 

甲醛 1,061 元/吨 -1.94% -5.18% -1.49% 

醋酸 2,288 元/吨 -0.39% -10.83% -5.65% 

DMF 5,033 元/吨 -0.67% -7.09% -6.66% 

正丁醇 5,250 元/吨 -5.41% -10.26% -12.13% 

异丁醇 5,250 元/吨 -3.23% -8.70% -8.30% 

己二酸 7,558 元/吨 -4.23% -7.35% -7.07% 

氟化工 

萤石 97 湿粉 3,333 元/吨 4.16% 14.61% 14.61% 

无水氢氟酸 10,500 元/吨 0.00% 13.51% 16.02% 

冰晶石 6,000 元/吨 0.00% 0.00% -2.44% 

氟化铝 9,406 元/吨 0.00% 8.03% 12.98% 

二氯甲烷 2,501 元/吨 -4.21% 2.79% -6.78% 

三氯乙烯 5,300 元/吨 0.00% 3.92% 12.17% 

R22 16,000 元/吨 0.00% 4.58% 6.67% 

R134a 21,000 元/吨 0.00% 2.44% 2.44% 

R125 16,000 元/吨 0.00% 3.23% 3.23% 

R410a 15,000 元/吨 0.00% 3.45% 1.35% 

 化肥  

磷矿石 414 元/吨 0.00% 2.48% 2.48% 

黄磷 17,204 元/吨 -1.49% 3.53% 3.75% 

磷酸 5,308 元/吨 0.00% 0.00% -2.10% 

磷酸氢钙 1,729 元/吨 -2.48% 1.83% 2.86% 

磷酸一铵 1,942 元/吨 0.36% 8.73% 7.47% 

磷酸二铵 2,264 元/吨 0.00% 2.30% 0.44% 

三聚磷酸钠 5,764 元/吨 0.00% 0.00% 0.00% 

六偏磷酸钠 7,200 元/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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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产品 当前价格 单位 7 日涨跌幅 30 日涨跌幅 较 2020 年初涨跌幅 

合成氨 2,789 元/吨 5.44% 9.80% 4.61% 

尿素 1,795 元/吨 1.36% 8.33% 8.00% 

三聚氰胺 5,200 元/吨 0.00% -1.89% -3.53% 

氯化铵 555 元/吨 1.83% 1.28% 1.09% 

氯化钾 2,084 元/吨 0.00% 0.00% -4.10% 

硫酸钾 2,910 元/吨 0.21% -0.03% -0.03% 

氯基复合肥 2,048 元/吨 0.69% 3.07% 2.71% 

硫基复合肥 2,262 元/吨 0.76% 1.89% 1.48% 

氯碱化工 

液氯 522 元/吨 10.13% 91.21% -7.61% 

原盐 234 元/吨 -5.26% -7.14% -7.14% 

盐酸 178 元/吨 0.56% 26.24% 0.00% 

重质纯碱 1,507 元/吨 -4.80% -4.92% -4.92% 

轻质纯碱 1,437 元/吨 -0.48% -1.24% -1.24% 

液体烧碱 619 元/吨 -4.33% -9.37% -12.94% 

固体烧碱 2,457 元/吨 2.08% -10.69% -10.43% 

电石 2,968 元/吨 -1.20% -5.84% 1.61% 

盐酸 178 元/吨 0.56% 26.24% 0.00% 

电石法 PVC 5,949 元/吨 -0.64% -6.57% -11.50% 

聚氨酯 

苯胺 6,385 元/吨 -7.73% -6.03% -2.07% 

TDI 10,225 元/吨 -0.85% -6.30% -5.65% 

聚合 MDI 11,633 元/吨 -2.10% -10.13% -9.63% 

纯 MDI 14,900 元/吨 -1.86% -4.28% -4.49% 

BDO 9,966 元/吨 -0.25% 0.16% 0.67% 

DMF 5,033 元/吨 -0.67% -7.09% -6.66% 

己二酸 7,558 元/吨 -4.23% -7.35% -7.07% 

环己酮 7,217 元/吨 -5.25% -6.27% -6.18% 

环氧丙烷 8,417 元/吨 -3.34% 2.02% -13.16% 

软泡聚醚 9,017 元/吨 -2.17% -6.32% -12.10% 

硬泡聚醚 8,950 元/吨 -2.19% -4.02% -6.28% 

农药 

纯吡啶 17,800 元/吨 0.00% 0.28% -2.47% 

百草枯 14,250 元/吨 0.00% 0.00% -1.72% 

草甘膦 21,798 元/吨 0.00% 7.49% 7.34% 

草铵膦 122,500 元/吨 0.00% 13.95% 13.95% 

甘氨酸 9,500 元/吨 -2.06% 3.26% 3.26% 

麦草畏 82,500 元/吨 0.00% 0.00% -2.94% 

2-氯-5-氯甲基吡啶 95,500 元/吨 0.00% 0.00% 0.00% 

2.4D 13,750 元/吨 0.00% 0.00% -9.84% 

阿特拉津 18,250 元/吨 0.00% 0.00% -2.67% 

对硝基氯化苯 8,500 元/吨 0.00% 4.94% 1.80% 

精细化工 

钛精矿 1,100 元/吨 0.00% 0.00% 22.22% 

钛白粉（锐钛型） 14,000 元/吨 0.00% 0.00% 3.70% 

钛白粉（金红石型） 16,000 元/吨 0.00% 0.00% 3.23% 

二甲醚 3,424 元/吨 -2.26% -4.65%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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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产品 当前价格 单位 7 日涨跌幅 30 日涨跌幅 较 2020 年初涨跌幅 

甲醛 1,061 元/吨 -1.94% -5.18% -1.49% 

煤焦油 2,375 元/吨 -4.12% 23.70% -5.00% 

电池级碳酸锂 49,500 元/吨 0.00% 2.06% -1.00% 

工业级碳酸锂 39,695 元/吨 0.00% 3.10% -0.76% 

锂电池隔膜 1.5 元/平方米 0.00% 0.00% 0.00% 

锂电池电解液 36,000 元/吨 0.00% 0.00% 0.00% 

合成树脂 

丙烯酸 6,850 元/吨 -0.72% -0.72% 0.74% 

丙烯酸甲酯 8,300 元/吨 -0.60% -0.60% -0.60% 

丙烯酸丁酯 8,300 元/吨 -0.60% -0.60% 1.84% 

丙烯酸异辛酯 8,950 元/吨 -0.56% -0.56% -0.56% 

环氧氯丙烷 8,800 元/吨 -9.28% -17.76% -39.31% 

苯酚 6,550 元/吨 -4.64% -14.38% -11.94% 

丙酮 4,300 元/吨 -10.88% -23.10% -20.85% 

双酚 A 8,763 元/吨 -9.66% -19.61% -14.30% 

通用树脂 

聚乙烯 7,391 元/吨 -0.96% 1.25% -4.05% 

聚丙烯粒料 6,925 元/吨 -3.28% 1.23% -9.35% 

电石法 PVC 5,949 元/吨 -0.64% -6.57% -11.50% 

乙烯法 PVC 6,517 元/吨 -0.70% -5.15% -8.47% 

ABS 11,728 元/吨 -0.37% -6.71% -7.76% 

橡胶 

丁二烯 6,400 元/吨 0.00% -8.57% -23.35% 

天然橡胶 10,125 元/吨 -6.32% -11.18% -18.18% 

丁苯橡胶 9,581 元/吨 -3.04% -7.15% -13.59% 

顺丁橡胶 9,518 元/吨 -3.00% -7.70% -12.98% 

丁腈橡胶 13,800 元/吨 -0.72% -10.24% -10.75% 

乙丙橡胶 14,525 元/吨 0.00% 0.00% -0.85% 

维生素 

维生素 VA 550 元/公斤 41.03% 74.60% 76.85% 

维生素 B1 325 元/公斤 0.00% 80.56% 105.70% 

维生素 B2 110 元/公斤 6.80% 11.11% 11.11% 

维生素 B6 170 元/公斤 0.00% 11.11% 14.86% 

维生素 VE 68 元/公斤 4.62% 21.43% 38.78% 

维生素 K3 95 元/公斤 0.00% 50.79% 53.23% 

2%生物素 325 元/公斤 0.00% 75.68% 87.86% 

叶酸 255 元/公斤 0.00% 14.35% 14.35% 

氨基酸 
蛋氨酸 22 元/千克 11.98% 11.98% 10.26% 

98.5%赖氨酸 6.8 元/千克 0.00% 0.00% -8.11% 

硅 
金属硅 12,128 元/吨 -0.45% 3.75% 5.74% 

有机硅 DMC 17,500 元/吨 -2.78% -5.41% -5.41%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3.2、 本周化工品价格涨跌排行：维生素、液氯等强势上涨 

近 7 日我们跟踪的 218 种化工产品中，有 29 种产品价格较上周上涨，有 118 种

下跌。7 日涨幅前十名的产品是：维生素 VA、维生素 D3、蛋氨酸、液氯、维生素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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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氨、硫酸、维生素 VE、萤石 97 湿粉、硫磺；7 日跌幅前十名的产品是：布伦特、

丙烷（CFR 华东）、WTI、SC、纯苯、PX（CFR 中国）、燃料油、PTA、丙酮、邻二

甲苯。 

表5：化工产品价格 7 日涨幅前十：维生素、液氯强势上涨 

涨幅排名 价格名称 当前价格 单位 价格 7 日涨跌幅 价格 30 日涨跌幅 价格较年初涨跌幅 

1 维生素 VA 550 元/公斤 41.03% 74.60% 76.85% 

2 维生素 D3 150 元/公斤 36.36% 51.52% 53.06% 

3 蛋氨酸 22 元/千克 11.98% 11.98% 10.26% 

4 液氯 522 元/吨 10.13% 91.21% -7.61% 

5 维生素 B2 110 元/公斤 6.80% 11.11% 11.11% 

6 合成氨 2789 元/吨 5.44% 9.80% 4.61% 

7 硫酸 80 元/吨 5.26% -36.51% -47.02% 

8 维生素 VE 68 元/公斤 4.62% 21.43% 38.78% 

9 萤石 97 湿粉 3333 元/吨 4.16% 14.61% 14.61% 

10 硫磺 518 元/吨 4.02% 15.88% 3.60%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6：化工产品价格 7 日跌幅前十：原油、丙烷等跌幅明显 

跌幅排名 价格名称 当前价格 单位 价格 7 日涨跌幅 价格 30 日涨跌幅 价格较年初涨跌幅 

1 布伦特 33 美元/桶 -33.55% -40.46% -49.67% 

2 丙烷（CFR 华东） 287 美元/吨 -33.26% -39.96% -54.87% 

3 WTI 32 美元/桶 -31.37% -38.44% -48.41% 

4 SC 262 元/吨 -29.89% -34.71% -46.28% 

5 纯苯 4440 元/吨 -13.37% -18.16% -23.55% 

6 PX（CFR 中国） 611 美元/吨 -12.06% -16.81% -27.36% 

7 燃料油 3330 元/吨 -11.50% -20.46% -14.71% 

8 PTA 3700 元/吨 -11.48% -14.75% -23.79% 

9 丙酮 4300 元/吨 -10.88% -23.10% -20.85% 

10 邻二甲苯 5000 元/吨 -10.71% -13.79% -20.63%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7：化工产品价格 30 日涨幅前十：液氯、维生素领涨 

涨幅排名 价格名称 当前价格 单位 价格 7 日涨跌幅 价格 30 日涨跌幅 价格较年初涨跌幅 

1 液氯 522 元/吨 10.13% 91.21% -7.61% 

2 维生素 B1 325 元/公斤 0.00% 80.56% 105.70% 

3 2%生物素 325 元/公斤 0.00% 75.68% 87.86% 

4 维生素 VA 550 元/公斤 41.03% 74.60% 76.85% 

5 维生素 D3 150 元/公斤 36.36% 51.52% 53.06% 

6 维生素 K3 95 元/公斤 0.00% 50.79% 53.23% 

7 石油焦 1454 元/吨 -1.09% 26.54% 31.35% 

8 盐酸 178 元/吨 0.56% 26.24% 0.00% 

9 煤焦油 2375 元/吨 -4.12% 23.7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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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排名 价格名称 当前价格 单位 价格 7 日涨跌幅 价格 30 日涨跌幅 价格较年初涨跌幅 

10 维生素 VE 68 元/公斤 4.62% 21.43% 38.78%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8：化工产品价格 30 日跌幅前十：原油、丙烷等领跌 

跌幅排名 价格名称 当前价格 单位 价格 7 日涨跌幅 价格 30 日涨跌幅 价格较年初涨跌幅 

1 布伦特 33 美元/桶 -33.55% -40.46% -49.67% 

2 丙烷（CFR 华东） 287 美元/吨 -33.26% -39.96% -54.87% 

3 WTI 32 美元/桶 -31.37% -38.44% -48.41% 

4 硫酸 80 元/吨 5.26% -36.51% -47.02% 

5 SC 262 元/吨 -29.89% -34.71% -46.28% 

6 丙酮 4300 元/吨 -10.88% -23.10% -20.85% 

7 丙烯腈 8100 元/吨 -2.41% -21.36% -29.26% 

8 燃料油 3330 元/吨 -11.50% -20.46% -14.71% 

9 双酚 A 8763 元/吨 -9.66% -19.61% -14.30% 

10 纯苯 4440 元/吨 -13.37% -18.16% -23.55%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4、 本周化工价差行情：37 种价差周度上涨、22 种下跌 

4.1、 本周重点价格与价差跟踪：各产业链价差表现有所差异 

近 7 日我们跟踪的 66 种产品价差中，有 37 种价差较上周上涨，有 22 种下跌。

7 日涨幅前五名的价差是：“二甲醚-1.41×甲醇”、“丁二烯-丁烷”、“丙烯-1.2×丙烷”、

“乙烯-石脑油”、“纯苯-石脑油”；7 日跌幅前五名的价差是：“丙烯腈-1.2×丙烯-0.48

×合成氨”、“PTA-0.655×PX”、“甲醇-2.6×无烟煤”、“环氧氯丙烷-0.64×丙烯-0.15

×烧碱-2.07×液氯”、“磷酸二铵-1.35×硫酸-1.65×磷矿石-0.22×合成氨”。 

 

图3：本周乙烯-石脑油价差扩大  图4：本周 PX-石脑油价差小幅扩大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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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本周 PTA-PX 价差缩窄  图6：本周 POY-PTA/MEG 价差扩大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7：本周丙烯-丙烷价差扩大  图8：本周丙烯酸价差基本稳定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9：本周丙烯酸甲酯价差小幅扩大  图10：本周丙烯酸丁酯价差扩大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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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本周氢氟酸价差有所缩窄  图12：本周 R22 价差扩大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3：本周 R134a 价差基本稳定  图14：本周 R125 价差基本稳定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5：本周磷酸一铵价差小幅缩窄  图16：本周磷酸二铵价差小幅缩窄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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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本周煤头尿素价差基本稳定  图18：本周醋酸价差基本稳定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9：本周乙二醇/环氧乙烷价差缩窄  图20：本周粘胶短纤价差小幅缩窄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21：本周聚合 MDI 价差扩大  图22：本周纯 MDI 价差扩大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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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本周草甘膦价差基本稳定  图24：本周草铵膦价格基本稳定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25：本周顺丁橡胶价差小幅缩窄  图26：本周丁苯橡胶价差小幅缩窄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27：本周维生素 A 价格上涨  图28：本周维生素 E 价格小幅上涨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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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本周蛋氨酸价格上涨  图30：本周赖氨酸价格稳定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4.2、 本周价差涨跌排行：“二甲醚-1.41×甲醇”增幅第一，“丙烯腈-1.2×

丙烯-0.48×合成氨”跌幅第一 

近 7 日我们跟踪的 66 种产品价差中，有 37 种价差较上周上涨，有 22 种下跌，

其中“二甲醚-1.41×甲醇”增幅第一， “丙烯腈-1.2×丙烯-0.48×合成氨”跌幅第

一。 

表9：化工产品价差 7 日涨幅前十：“二甲醚-1.41×甲醇”价差增幅明显 

涨幅排名 价差名称/公式 当前价差（元/吨） 价差 7 日涨跌（元/吨） 价差 7 日涨跌幅 价差 30 日涨跌幅 价差较年初涨跌幅 

1 二甲醚-1.41×甲醇 317.90 193.23 154.98% 88.66% 58.65% 

2 丁二烯-丁烷 3888.09 1330.73 52.04% 36.14% 29.40% 

3 丙烯-1.2×丙烷 3052.97 901.57 41.91% 116.32% 658.23% 

4 乙烯-石脑油 2670.96 742.82 38.53% 62.41% 176.02% 

5 纯苯-石脑油 2933.19 744.80 34.03% 93.54% 179.94% 

6 丁二烯-石脑油 3526.06 706.32 25.05% 35.12% 3.57% 

7 己二酸-纯苯 3240.00 530.00 19.56% 20.00% 48.62% 

8 丙烯-石脑油 3244.36 469.54 16.92% 84.74% 145.24% 

9 PTME-1.33×BDO 2615.00 350.00 15.45% -7.58% -7.58% 

10 PX-石脑油 1957.72 233.86 13.57% 39.56% 21.40%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10：化工产品价差 7 日跌幅前十：“丙烯腈-1.2×丙烯-0.48×合成氨”价差缩窄明显 

跌幅排

名 
价差名称/公式 当前价差（元/吨） 

价差 7 日涨跌（元/

吨） 

价差 7 日涨

跌幅 

价差 30 日涨

跌幅 

价差较年初涨

跌幅 

1 丙烯腈-1.2×丙烯-0.48×合成氨 -155.60 -381.60 -168.85% -108.93% -107.20% 

2 PTA-0.655×PX 364.84 -100.00 -21.51% 30.87% 32.65% 

3 甲醇-2.6×无烟煤 817.00 -172.50 -17.43% -28.36% -32.51% 

4 
环氧氯丙烷-0.64×丙烯-0.15×烧碱

-2.07×液氯 
7453.15 -1105.80 -12.92% -27.51% -45.86% 

5 
磷酸二铵-1.35×硫酸-1.65×磷矿石

-0.22×合成氨 
316.50 -44.00 -12.21% -13.41% -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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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幅排

名 
价差名称/公式 当前价差（元/吨） 

价差 7 日涨跌（元/

吨） 

价差 7 日涨

跌幅 

价差 30 日涨

跌幅 

价差较年初涨

跌幅 

6 聚丙烯-1.01×丙烯 1162.25 -150.00 -11.43% -25.70% -37.52% 

7 聚丙烯 PP-丙烯 1225.00 -150.00 -10.91% -24.62% -36.36% 

8 聚乙烯-1.02×乙烯 2600.08 -287.23 -9.95% 20.06% -0.49% 

9 顺丁橡胶-丁二烯 2900.00 -300.00 -9.38% -10.77% 26.09% 

10 环氧丙烷-0.87×丙烯 3040.75 -300.00 -8.98% -8.27% -28.73%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油价大幅下跌；环保督察不及预期；下游需求疲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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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起正

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开源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适用的

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

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承诺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证券评级 

买入（Buy）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 预计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underperform） 

预计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评级 

看好（overweight） 预计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 预计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underperform） 

预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备注：评级标准为以报告日后的 6~12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表现，其中 A 股基准指数为沪

深 300 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

对做市转让标的）、美股基准指数为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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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

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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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使用。本公司不

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开源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开源证券客户才能参

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开源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

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

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客户应当

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本报告中所

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

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

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做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开源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开源证券不对

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

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开源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

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开源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

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

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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