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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博弈消息频出刺激国际油价震荡

上行 ，多数化工 品价格滞 后补跌；

VD3&VC、蛋氨酸等产品涨价 

 
核心推荐 

■ 本周组合 

进取型：兄弟科技、利尔化学、昊华科技、苏博特 

稳健型：万华化学、扬农化工、龙蟒佰利、华鲁恒升 

■ 基础化工重点 

核心资产（万华化学、新和成、华鲁恒升、扬农化工）； 

氨纶与聚氨酯（华峰氨纶）；食品添加剂（金禾实业）；沸石/OLED（万润

股份）；农药（利尔化学、广信股份），复合肥（新洋丰）；分离树脂/金属提

取/超纯水（蓝晓科技）等。 

■ 石油化工重点 

OPEC+联合减产形成油价底部支撑，地缘政治与美国降息确定性增强形成

利好；但仍需关注非 OPEC 产量（加拿大重质油、巴西、中亚）、全球宏观

经济下行风险与贸易风险进一步发酵对油价的影响。推荐中国石化、中油工

程；推荐聚酯产业链一体化建设加快并进军大炼化、布局 C2/C3 轻烃裂解的

优秀民营炼化企业（卫星石化、桐昆股份、恒力石化、荣盛石化、恒逸石化）；

关注宝丰能源。 

 

每周行业动态更新 

■ 本周化工品价格指数继续下降，核心原料油、LPG 气大幅上涨，LNG 气

持平，煤跌；维生素多数产品价格上涨。 

本周中国化工品价格指数 CCPI -5.0%；核心原料价格布油+22%，进口 LPG 

+32.9%，国产 LNG 气持平，烟煤 -2.2%。 

原料端，C1 产品价格涨跌不一，C2、C3、C4、C5 及芳烃产品价格均多数下

跌；制品端，维生素多数产品价格上涨，氯碱、农药、氨基酸产品价格涨跌

不一，，化纤、化肥、磷化工、氟化工、聚氨酯、橡胶、塑料多数产品价格

下跌。 

■持续低油价下首家美国页岩油企业申请破产，市场对原油减产预期逐渐增

强；周中减产博弈消息频出刺激油价大幅震荡，持续关注后续进展。 

本周油价强势反弹，布油从 28.0 涨至 34.1（涨幅+22%）、美油从 21.5 涨至

28.3（涨幅+32%）3（美元/桶）（4 月 3 日主连期货合约较 3 月 27 日结算价）；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 4.69 亿桶（周环比+3.0%），美国原油钻井数 562 口（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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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9.9%）。 

供应端，持续低油价下美国原有钻井数持续下降，本周三晚美国怀丁石油公

司申请破产，市场对于原油减产的预期增强：周四晚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沙特

及俄罗斯将超大幅削减原油产量，布油即刻大涨 30%后回落；其后特朗普称

将对进口原油加征关税、沙特呼吁召开 OPEC+紧急会议（但被推迟至 4 月

9 日）、俄罗斯暂未表态，供应方的博弈是本周油价震荡上行的关键。需求端，

欧美公共卫生事件发展整体仍处于上升期、拐点未现，美国 3 月非农、申请

失业金人数均达到极端水平，全球需求预期依然低迷；近几周美国商业原油

库存持续上升，需求低迷、供给高企下全球原油库容或逐渐饱和，进一步增

强“被动减产”预期。 

■3 月化工业 PMI 环比改善幅度较大，但仍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化工业 3 月采购经理指数 CCPMI 发布，其值为 53.7；依据统计局 PMI

成分重构后指数为 60.1（前值为 25.4）。结合 2019 年 3 月化工 PMI 也恰为 60.12

（重构后），我们分析 2019 年 3 月与 2020 年 3 月的化工月环比改善程度相近，

但显然后者同比弱得多；即是说，2019 年 3 月补库周期、社融放量等因素拉

动下较相对正常的 2 月春节月的增长，与 2020 年 3 月国内全面推进复产复

工（但需求恢复有限）相较停滞级的 2 月的增长相当。 

从终端指标看，2-3 月 6 大集团发电煤耗同比约-20%，2 月基建固投完成额

同比-30%、地产开工-45%、冰箱产量-37%、汽车产量-45%、布产量-36%；

而统计局主要化工品 2 月产量同比+5~-25%、用电量同比-15%，说明公共卫

生事件影响下 2 月化工业生产受影响程度较需求更少（这与我们 2 月 3 日周

报中的分析一致）。然而从 3 月化工 PMI 分项上来看，化工生产量指数 63.1

也稍强于新订单指数 60.8，这与统计局制造业 PMI 的分项相似，体现 3 月化

工生产边际改善强于需求。我们于《化工 2020 年度策略》中详细分析了 2019

年的类似情况，并指出这一现象将对库存、现金流等多方面产生影响。 

从价格来看，原油价格于 3 月初即崩盘式下跌（1-2 月也有部分回落），成本

塌陷使得高频价格指标显示 3、4 月化工业价格环比持续大幅走弱；而具体

来说，化工品价格普遍系于 3 月中下旬开始大幅补跌，我们分析这部分系因

海外疫情的快速发酵以及外贸订单的迅速减少主要发生在 3 月中下旬所致，

进而言之 4 月中国化工业或将继续承受成本塌陷、需求低迷以及生产恢复较

快带来的滞后压制力。此外，本周原油价格的震荡上行之势从中长期来看或

利好化工品提价，而从中短期来说由于这是一次由减产——供给驱动的高频

反转，对于缺乏产品议价力的化工子行业而言可能会遭遇收入、成本端的双

杀。但仍应指出后续各方面发展的不确定性较大，需持续关注相应进展。 

 

 

重点化工品观点更新： 

■ 化工品价格涨跌幅： 

本周价格涨幅靠前的重要产品为维生素（VD3+52%、VC+13%、VB2+9%、

VB3+6%、VB9+6%）、蛋氨酸（液体+10%、固体+4%）、乙二醇+9%、烧碱

+9%、农药（烯草酮+7%、2,4D+4%）、MDI-50 +7%、脂肪醇+7%；跌幅靠

前的重要产品为环氧乙烷-15%、己二酸-15%。 

■原料纯苯继续大幅降价，MDI 价格随成本有所回落；生产企业 4 月检修计

划陆续出台，挺市态度持续。 

本周华东纯 MDI经销价跌 3.8%至 14100 元/吨，华东聚合 MDI 经销价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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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200 元/吨。科思创最新周报 11300 元/吨（周环比-1000 元/吨），瑞安最

新周价格维持 11300 元/吨。 

MDI 的主要原料纯苯跌 15.3%至 2500 元/吨、中间体苯胺跌 10.7%至 5400 元

/吨，聚合 MDI 对中间体苯胺价差涨 1.2%至 6895 元/吨，综合 MDI 对纯苯

的价差跌 1.5%至 10470 元/吨。可见成本持续塌陷仍是 MDI 价格回落的主因，

但 MDI 价差仍基本维持。 

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游复工延迟且存运输限制。近三周海外事态持

续发酵，中国外贸出口订单受影响严重，对 MDI 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终

端于海外）均有影响，海外需求预判的持续下调是 MDI 价格面临的另一压

力。 

我们于去年八月与九月周报指出后续 MDI 价格变化的两个核心关注因素：

其他厂商跟价情况与是否有预期外的外部强烈冲击出现。本次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即预期外的强烈外部冲击，从下游复工与 MDI 厂商负荷调整来看国内

的冲击持续减弱，但海外 3 月的整体表现超预期，对出口造成了较大影响。

而近两周 MDI 供应厂商则持续表现挺市态度，据隆众资讯与天天化工：各

厂商基本 5 成负荷运行，亨斯迈和上海巴斯夫皆有 4 月检修计划，某宁波装

臵一条产线临时停车。 

近期由于成本端的塌陷、出口情况的恶化这两个因素的超预期最后使 MDI

价格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但是应当指出，一方面 MDI 实际的生产价差并未

见缩窄（当然产销量可能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所提到的另一核心关注

因素“其他厂商跟价情况”仍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作为寡头市场，MDI 具有

增强（减弱）趋势的能力在；因此我们仍对后续发展保持积极。 

■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对原料与产品供应形成双重影响，VD3 低库存下价格大

幅反弹。 

本周 VD3 价格涨 51.9%至 410 元/公斤，VC 价格涨 13.2%至 30 元/公斤。 

VD3 方面：欧洲市场因春节前对价格相对悲观，市场和用户库存水平低、，

市场货源较少，故价格上涨幅度大，本周市场报价 45~50 欧元/kg；另外印

度疫情发展速度快，原料供应也面临影响。国内部分厂家受疫情以及原料成

本上涨影响导致货源紧张，给核心客户限量签单，贸易商停报惜售居多；，

推动实际成交价格上涨。 

VC 方面：VC 市场较长时间低位运行，近期食品级价格上涨，纯粉价格抬升。

2020 年 1~2 月维生素 C 出口量大，同比+11.3%（2019 年我国 VC 出口量同

比+6.9%），国内厂家出口报价上涨，市场报价走高。 

■赢创与新和成计划检修、希杰生产受限，蛋氨酸货源紧张推动价格持续上

涨；此外商务部延长蛋氨酸反倾销调查期限。 

本周液体蛋氨酸价格涨 10.3%至 18.75 元/千克，固体蛋氨酸价格涨 4.1%至

25.3 元/千克。蛋氨酸贸易市场货源偏紧，。国内新和成计划 5 月检修，新生

产线计划 5-6 月试车；海外赢创 4 月例行检修，近期报价 24 元/kg，签订二

季度订单；希杰马来西亚蛋氨酸工厂因公共卫生事件生产受限，预计后续蛋

氨酸货源供应或持续紧张。此外，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

日本的进口甲硫氨酸进行反倾销调查期限延长 6 个月，即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0 日，关注事件进展。 

■ 风险提示：油价大幅波动，化工品价格大幅波动，下游复工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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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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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恭懿 上海区域销售副总监 13916816630 liugy@essence.com.cn 

 孙红 上海区域销售副总监 18221132911 sunhong1@essence.com.cn 

 苏梦 上海区域销售经理 13162829753 sumeng@essence.com.cn 

 秦紫涵 上海区域销售经理 15801869965 qinzh1@essence.com.cn 

 陈盈怡 上海区域销售经理 13817674050 chenyy6@essence.com.cn 

 王银银 上海区域销售经理 18217126875 wangyy4@essence.com.cn 

北京联系人 李倩 北京基金组主管 18500075828 liqian1@essence.com.cn 

 温鹏 北京基金组销售副总监 13811978042 wenpeng@essence.com.cn 

 夏坤 北京基金组销售副总监 15210845461 xiakun@essence.com.cn 

 曹琰 北京基金组销售经理 15810388900 caoyan1@essence.com.cn 

 张莹 北京保险组主管 13901255777 zhangying1@essence.com.cn 

 姜东亚 北京保险组销售副总监 13911268326 jiangdy@essence.com.cn 

 张杨 北京保险组销售副总监 15801879050 zhangyang4@essence.com.cn 

 王帅 北京保险组销售经理 13581778515 wangshuai1@essence.com.cn 

深圳联系人 胡珍 深圳基金组高级销售副总监 13631620111 huzhen@essence.com.cn 

 范洪群 深圳基金组销售副总监 13922833856 fanhq@essence.com.cn 

 黎欢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5820484816 lihuan@essence.com.cn 

 聂欣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540211209 niexin1@essence.com.cn 

 巢莫雯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8682080397 chaomw@essence.com.cn 

 杨萍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723434033 yangping1@essence.com.cn 

 黄秋琪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699750501 huangqq@essenc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