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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一铵价格上涨，关注春季开工及海外疫情 

——基础化工行业周报（2020/2/16-2020/2/22） 

 

   行业周报  

      ◆本周涨幅靠前品种：液化气(长岭炼化）(+14.73%)、硫磺（高桥石化）

(+12.96%)、磷酸一铵（西南工厂）(+8.75%)、苯胺（华东地区）(+6.57%)、

二甲苯（华东地区）(+6.43%)、NYMEX 天然气(+6.42%)、环氧丙烷（华

东地区）(+5.36%)、氟化铝（河南）(+5.14%)、毒死蜱(江苏-丰山集

团)(+5.14%)、甲苯（华东地区）(+5%)；本周跌幅靠前的品种：丁酮（华

东）(-13.29%)、丙烯腈(华东地区)(-5.41%)、顺酐(江苏市场)(-4.44%)、涤

纶短丝(华东地区)(-2.99%)、丁二烯（上海石化）(-2.86%)、乙烯（东南亚

CFR）(-2.8%)、软泡聚醚（华东散水）(-2.62%)、DMF（华东地区）(-2.3%)、

PVC（华东乙烯法）(-1.97%)、顺丁橡胶（华东）(-1.96%)。 

◆行业动态：开工率环比下降，磷酸一铵价格上涨。本周集中在荆门钟祥

一带的工厂基本全部停车。下游复合肥市场持稳运行为主，生产企业开工

率逐渐小幅回升，原材料库存低位。本周全国磷酸一铵开工率 35.13%，

环比下降。目前疫情对一铵开工影响较大，短期华中地区具体复工尚未确

定，货紧价扬，后期价格仍有望维持强势。国内部分维生素品种继续上涨。

国内物流逐步开通，但物流运力紧张，下游饲料及养殖企业进入补库存周

期，国内企业复产比往年晚，供需偏紧，生物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K3、

维生素 E、维生素 A、维生素 D3 等品种持续上涨。部分产能收缩、供给

偏紧的品种后期仍有望维持强势。尿素供需有所改善，价格开始上涨。本

周国内部分地区农需启动，新单跟进后价格小幅调涨，目前山东市场价格

周环比上涨 10-20 元/吨至 1690-1710 元/吨。物流除个别区域外基本陆续

恢复；工业整体需求较弱；农业方面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农需备货开启；

工厂库存仍处在偏高水平；供给端本周尿素日均产量 13.53 万吨，环比增

加 0.86 万吨，同比减少 1.07 万吨；随着国内部分区域农业刚需到来，需

求端预计好转，但下游工业开工仍较缓慢，预计尿素将缓慢回暖。 

◆投资观点：本周国内新增病例数量明显下降，国务院印发《企事业单位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政策面持续支持复产，推动稳步有序复工

复产。预计下周各行业开工率有望持续上升，化工下游需求有望重启。日

本、韩国、伊朗、伊拉克均有新冠病例出现。短期关注春季开工及海外疫

情的发展变化，关注海外疫情对原油市场以及对化工行业的冲击。投资建

议方面油气板块关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新奥股份，其他关注卫星石化

和民营大炼化；农药关注扬农化工、长青股份、利尔化学、先达股份和利

民股份，煤化工和尿素关注华鲁恒升、阳煤化工和鲁西化工，钾肥关注冠

农股份等，磷肥关注新洋丰、云天化，染料关注浙江龙盛，闰土股份，有

机硅关注新安股份、合盛硅业，氯碱关注中泰化学；氟化工关注金石资源、

东岳集团、巨化股份。维生素关注浙江医药、新和成、亿帆医药、兄弟科

技。成长股关注晶瑞股份、江化微、上海新阳、南大光电、鼎龙股份、江

丰电子、雅克科技和强力新材等 IC 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广信材料、飞

凯材料、万润股份和锂电材料细分领域龙头：当升科技、天赐材料、新宙

邦、星源材质、多氟多、石大胜华。 

◆风险提示：油价快速下跌和维持高位的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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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产品价格跟踪 

 

表 1：本周化工产品涨幅前十 

产品 单位 最新价格 周涨跌幅 本月均价 月涨跌幅 年涨幅 
2019 年 

均价 

2018 年 

均价 

2017 年 

均价 

液化气(长岭炼化） 元/吨 4750.0 14.7% 4222.3 -15.9% -9.3% 4058.0 4536.9 4125.2 

硫磺（高桥石化） 元/吨 610.0 13.0% 560.7 -5.0% -33.9% 856.9 1243.6 970.0 

磷酸一铵（西南工厂） 元/吨 2175.0 8.7% 2011.7 -1.2% -1.5% 2261.9 2266.3 2087.9 

苯胺（华东地区） 元/吨 7300.0 6.6% 6822.5 1.5% -32.7% 6592.8 9826.5 9768.6 

二甲苯（华东地区） 元/吨 5300.0 6.4% 5321.2 -7.5% -9.5% 5823.3 6387.8 5557.6 

NYMEX 天然气 美元/桶 2.0 6.4% 1.9 -12.1% -19.7% 2.5 3.1 3.0 

环氧丙烷（华东地区） 元/吨 8850.0 5.4% 9268.3 -7.3% -16.9% 10112.1 12084.2 10911.9 

氟化铝（河南） 元/吨 9200.0 5.1% 8718.3 3.7% -10.2% 10189.2 11119.3 9603.3 

毒死蜱(江苏-丰山集团) 元/吨 46000.0 5.1% 44208.3 1.0% 1.7% 46503.4 45404.8 36732.9 

甲苯（华东地区） 元/吨 5250.0 5.0% 5276.0 -4.9% -10.4% 5494.7 6119.6 5435.5 

资料来源：baiinfo，卓创资讯，WIND，同花顺，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2：本周化工产品跌幅前十 

产品 单位 最新价格 周涨跌幅 本月均价 月涨跌幅 年涨幅 
2019 年 

均价 

2018 年 

均价 

2017 年 

均价 

丁酮（华东） 元/吨 7500.0 -13.3% 8530.0 -3.1% -4.9% 7696.2 8207.5 8430.4 

丙烯腈(华东地区) 元/吨 9743.0 -5.4% 10719.3 -5.4% -23.0% 12477.8 15955.4 12866.4 

顺酐(江苏市场) 元/吨 6450.0 -4.4% 6811.7 -0.7% -22.5% 6710.2 8672.2 9227.3 

涤纶短丝(华东地区) 元/吨 6500.0 -3.0% 6798.3 -2.6% -17.7% 7847.3 9385.0 8261.5 

丁二烯（上海石化） 元/吨 6800.0 -2.9% 7646.7 -8.5% -15.2% 9544.9 11020.3 12413.7 

乙烯（东南亚 CFR） 美元/吨 729.0 -2.8% 750.1 9.0% -29.0% 832.4 1153.7 1069.2 

软泡聚醚（华东散水） 元/吨 9300.0 -2.6% 10225.0 -3.3% -16.2% 10668.4 12689.5 11454.7 

DMF（华东地区） 元/吨 5300.0 -2.3% 5404.2 0.9% -15.5% 4927.8 5900.7 5970.5 

PVC（华东乙烯法） 元/吨 6800.0 -2.0% 6980.8 -2.4% -0.7% 7044.8 7097.0 7000.8 

顺丁橡胶（华东） 元/吨 10000.0 -2.0% 10711.7 -3.0% -11.3% 11446.8 12826.6 15394.5 

资料来源：baiinfo，卓创资讯，WIND，同花顺，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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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工板块股票市场行情 

2.1、板块表现 

过去一周（5 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各板块以上涨为主，全周上证综指

涨幅为 4.38%，深证成指涨幅为 6.89%，沪深 300 涨幅为 4.53%，创业板涨

幅为 9.29%。中信基础化工（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涨幅为 7.85%，涨幅位居

所有板块第 9 位。 

图 1：A股行业上周涨跌幅（中信行业分类）（单位：%）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过去一周（5 个交易日），化工行业各子板块涨跌互现，涨幅靠前的子

板块有：氟化工及制冷剂(+18.87%)、涂料油漆油墨制造(+15.38%)、无机盐

(+13.37%)、其他纤维(+11.92%)、其他橡胶制品(+11.92%)；下跌较多的子

板块有：氮肥(0.3%)、农药(0.63%)、粘胶(0.79%)、纯碱(1.55%)、石油加

工(2.25%)。 

图 2：化工各子行业本周涨跌幅（申万行业分类）（单位：%）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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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股涨跌幅 

过去一周（5 个交易日），基础化工涨幅居前的个股有：湘潭电化

(+56.15%)、天晟新材(+43.04%)、宏大爆破(+40.85%)、华西股份(+40.74%)、

中欣氟材(+39.46%) 

表 3：过去一周基础化工板块涨幅前十个股 

代码 股票名称 最新收盘价（元）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002125.SZ 湘潭电化 11.29  56.15  50.53 

300169.SZ 天晟新材 6.88  43.04  26.70  

002683.SZ 宏大爆破 34.10  40.85  42.08  

000936.SZ 华西股份 10.26  40.74  34.82  

002915.SZ 中欣氟材 31.10  39.46  33.08  

603938.SH 三孚股份 35.56  35.11  37.19  

002805.SZ 丰元股份 17.20  34.48  27.60  

603026.SH 石大胜华 45.66  34.29  34.18  

002643.SZ 万润股份 20.04  31.15  28.96  

002455.SZ 百川股份 6.53  30.60  19.60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过去一周（5 个交易日），基础化工跌幅居前的个股有：嘉澳环保

(-10.4%)、长青股份(-10.11%)、雅化集团(-9.14%)、雅本化学(-8.6%)、钱江

生化(-5.96%)。 

表 4：过去一周基础化工板块跌幅前十个股 

代码 股票名称 最新收盘价（元）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603822.SH 嘉澳环保 25.17  -10.40 -6.43  

002391.SZ 长青股份 9.78  -10.11 19.85  

002497.SZ 雅化集团 10.44  -9.14 14.73 

300261.SZ 雅本化学 4.89  -8.60 18.69 

600796.SH 钱江生化 5.52  -5.96  4.74  

002215.SZ 诺普信 6.59  -5.86 2.97 

603970.SH 中农立华 14.05  -5.39 12.58  

600538.SH 国发股份 4.74  -4.63 4.18 

600389.SH 江山股份 20.92  -4.61 5.02  

600486.SH 扬农化工 69.46  -4.46 7.66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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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化工产品价格及价差走势 

3.1、化肥和农药 

图 3：国际国内尿素价格走势  图 4：煤头尿素价格及价差波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5：国际国内硫磺价格走势  图 6：磷酸二铵价差波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7：国际国内磷矿石价格走势  图 8：黄磷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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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国际国内氯化钾价格走势  图 10：三聚氰胺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1：复合肥价格走势  图 12：草甘膦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3：百草枯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14：吡虫啉和毒死蜱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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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主要除草剂价格走势  图 16：阿维菌素和百菌清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3.2、氯碱 

图 17：华东电石法 PVC 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18：华东乙烯法 PVC 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9：烧碱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20：纯碱价格及氯醇法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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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聚氨酯 

图 21：纯 MDI 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22：聚合 MDI 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23：TDI 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24：DMF 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25：BDO 价格及电石法价差变动  图 26：BDO 价格及顺酐法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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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己二酸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28：环氧丙烷价格及氯醇法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29：硬泡聚醚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30：PTMEG 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3.4、C1-C4 部分品种 

图 31：甲醇价格走势  图 32：醋酸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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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乙烯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34：丙烯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35：丁二烯价格走势  图 36：丙烯酸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37：丙烯腈价格走势  图 38：正丁醇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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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顺酐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3.5、橡胶 

图 40：主要橡胶品种价格走势  图 41：炭黑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3.6、化纤和工程塑料 

图 42：PX、PTA价格走势  图 43：PTA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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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涤纶短纤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45：涤纶长丝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46：己内酰胺价格走势  图 47：锦纶切片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48：氨纶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49：棉花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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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粘胶短纤价格走势  图 51：苯酚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52：双酚 A价格走势  图 53：PC 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54：PVA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55：PA66 价格及价差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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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氟硅 

图 56：萤石价格走势  图 57：冰晶石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58：HF 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59：R22 价格变动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60：R134a 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61：DMC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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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氨基酸 

图 62：赖氨酸价格走势  图 63：蛋氨酸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64：苏氨酸价格走势  图 65：色氨酸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3.9、维生素 

图 66：维生素 A、C 价格走势  图 67：维生素 B1、B2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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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维生素 D3、E 价格走势  图 69：维生素 K3、泛酸钙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3.10、锂电材料 

图 70：电池级碳酸锂价格走势  图 71：锂电隔膜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72：电解液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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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其他 

图 73：钛白粉价格及价差变动  图 74：华东染料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baiinfo，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4、风险分析 

1） 油价快速下跌和维持高位风险 

化工产品价格跟油价同步波动，油价快速下跌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库存损

失；油价维持高位，化工品价差收窄，盈利变差，偏下游的化工品需求受到

一定的压力。 

2）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化工品的下游需求主要和宏观经济景气度相关。如果需求端的增速不及

预期，行业存在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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