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金期货研究院

王保营

QQ：32589362

招金期货研究院

更多资讯请关注：www.zjfco.com

微信号：zhaojinyanjiu

扩能增速放缓，PP 走出 V 字形走势

2017 年 12 月 25 日

招金期货

PP 2018 年度报告

招金期货研究院 王保营

摘要：

2017 年 PP 产能继续扩张，一季度常州富

德、中江石化投产之后，国内 PP 扩能进入长时

间的真空期。四季度尾声，青海盐湖、云天化

及神华宁煤二期才陆续投产，不过今年总投产

产能 171 万吨/年，远远不及去年 296 万吨/年，

产能增速明显放缓。

2017 年 PP 价格走出明显的 V 字形走势。一

季度在春节因素刺激下短暂反弹，随后开启了

下跌通道，一直延续到二季度；三季度期货开

始止跌反弹，但是并未突破万元大关，进入四

季度后，PP 陷入了长期的区间震荡。

http://www.zjf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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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 PP 走势回顾

图 1 PP 期货周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2017 年国内聚丙烯市场整体呈现 V字形走势，上半年震荡下行为主，下半年反弹明显，而进入四

季度后，市场进入高位区间震荡态势。今年 PP 最高价出现在 9 月上旬，PP 拉丝一度涨至 9500 元/吨

附近，而年内低点出现在 5月中旬，拉丝价格跌至 7500 元/吨附近，年内振幅为 2000 元/吨，不及去

年。

一季度成为 PP 市场由涨转跌的转折点。由于春节因素影响，加之去年 PP 市场涨势凶猛，春节

前夕 PP 市场一度延续涨势；不过春节过后下游开工缓慢，而春节期间石化开工率维持高位，累积较

多库存，节后石化库存一度涨至 100 万吨以上，这不仅成为一季度 PP 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而且拖

累二季度市场行情。

二季度，PP 市场延续跌势，但是有所放缓。由于二季度是 PP 传统需求淡季，PP 市场继续震荡

下行为主，并且石化库存长时间居高不下，较长时间利空 PP 市场，PP 也一度跌出年内最低点。5 月

中下旬由于期货超跌反弹带动，加之油价一度反弹，其中布伦特及 WTI 双双重返 50 美元/桶上方，给

PP 市场带来一定利好支撑，PP 市场一度反弹；不过由于缺乏实质性利好，进入 6月份之后，PP 市场



3

重拾跌势，但跌势明显放缓。

三季度，PP 市场止跌反弹，并且创出年内新高。经历了上半年的大幅下跌之后，PP 市场存在

技术性反弹要求，而进入下半年尤其是三季度，PP 迎来传统需求旺季，这也刺激 PP 市场止跌反弹。

国际油价在经历长时间震荡整理后，三季度也基本站稳 50 美元/桶大关，成本面支撑较强；此外三季

度黑色系带领下，PP 期货大幅拉涨，基本处于单边上行通道，长时间对现货处于升水状态，这也刺激

PP 市场价格反弹创出年内新高；不过三季度尾声，PP 市场连续大涨后回调整理，PP 涨势暂告一段落。

四季度，在经历了三季度的疯狂之后，四季度 PP 市场重归平静。四季度 PP 市场多空交织，一

方面油价继续反弹创出近两年新高，甲醇价格也一路上涨，成本面支撑较强；不过冬季雾霾环保压力

下，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终端需求严重受限，而 PP 边际供应也逐渐增加，旺季难以显现。多空交织

下 PP 期货呈现明显区间震荡态势，虽然多次反弹，但均在 9300-9400 附近受到较强阻力压制，不过

好在下方 8700-8800 附近支撑力度也较强，PP 也并未出现明显大跌，基本处于区间运行态势。

二、相关价差关联性分析

1、期现价差分析

图 2 PP 期货现货价差分析

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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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期现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不管是今年上半年的大跌还是下半年的大涨，PP 期货现货走势基

本维持同步，不过与去年有近一半时间期货贴水不同，今年 PP 期货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升水状态。具

体来看，除了主力合约移仓换月之外，其他时间段 PP 期货基本处于升水状态，升水幅度多在 100-200

元/吨之间，这基本符合期货持仓成本的计算规律。期货贴水除了主力合约换月，还有石化定价话语

权的增强，比如 12 月份前后 PP 期货跌势明显，但是石化挺价意向较强，现货跟跌有限，导致期货出

现一定贴水。

2、内外盘价差分析

图 3 PP 内外盘价差分析

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2017 年国内 PP 内外盘价差先逐渐收窄，后逐渐扩大，下半年再次收窄。具体来看，一季度受 2016

末内盘价格大幅走高影响，内外盘价差惯性收窄，一度出现倒挂现象；不过随着春节过后国产料价格

走上下跌通道，而美金盘价格相对坚挺，二者价差再次扩大，并且贯穿二三季度大部分时间，二者价

差最高突破 1200 元/吨；随着下半年 PP 国内市场止跌反弹重拾涨势，美金料对国产料价差逐渐收窄；

进入四季度后 PP 市场难有走出单边行情，进入震荡整理状态，PP 内外盘价差也趋于稳定，基本处于

300-600 元/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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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粒料粉料价差分析

图 4 PP 粒料粉料价差分析

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作为广义的 PP，PP 粒料与 PP 粉料二者间相互影响，且在拉丝应用领域存在一定替代关系。粒料

与粉料正常价差在 300 元/吨左右，基本为粉料造粒成本。当价差缩小时，部分下游终端工厂更青睐

选择质量较好的 PP 粒料，粒料的需求则会相应扩大，即二者存在同质竞争关系，不过由于粒料产能

及用途远远大于粉料，所以大多数时间粉料都是扮演追随者的角色。今年 PP 粒料粉料走势呈现较强

的相关性，但是由于今年粒料价格波动骄傲的，粉料跟随有一定滞后性，所以虽然大多数时间 PP 粒

料粉料价差维持在 300 元/吨附近，但是部分时间段二者价差也会明显收窄或放大。PP 粉料除了受粒

料影响之外，也受丙烯以及开工率影响较大，所以部分时间二者价差较大。在今年春节过后及 9月份

PP 粒料跌势最为凶猛的时间段，由于跟跌的滞后性以及粉料厂家降负荷支撑，粉料跌势较粒料明显放

缓，所以二者价差收窄至 300 元/吨以内。不过总体来讲今年 PP 粒料粉料价差相对正常，平均价差较

去年收窄 100 元/吨左右。

三、上游原料分析

1、国际油价走势分析

图 5 国际油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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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2017 年国际油价先跌后涨，但是全年价格运行区间较去年有所提高，其中下半年国际油价创出近

两年新高。

今年国际油价具体来看：一季度油价高位窄幅震荡，二季度油价震荡下行，三季度油价大幅反弹。

今年年初，欧佩克减产执行情况远超市场预期，对油价构成较强支撑，国际油价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

布伦特油价运行中枢为 55 美元/桶；二季度，欧佩克减产效应对油价的支撑效果减弱，美国原油产量

大幅提高、利比亚和尼日利亚原油产量大幅反弹、全球石油库存居高不下，国际油价承压震荡下行，

6月中旬创年内最低，布伦特油价为 44.82 美元/桶；三季度，世界石油需求旺季来临、美国原油库存

大幅减少、美国石油钻井活动放缓、产油国承诺将限制原油出口等因素对油价构成一定支撑。同时，

产油国不断释放可能延长减产协议或加大减产力度的信号，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加上伊拉克库尔德

地区独立公投事件一度引发投资人对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三季度布伦特油价逐

渐逼近 60 美元/桶大关。

四季度为冬季取暖用油高峰，石油需求环比将进一步增长；欧佩克将继续执行好减产，致力于稳

定油价水平；美国石油生产成本回升限制钻井活动增长，但钻机效率和单井生产能力提高仍将带动原

油产量进一步提高；全球石油市场再平衡进程慢于预期，四季度市场将略微供小于需，去库存压力仍

较大。总体来讲受减产协议延长的支撑，国际油价四季度继续维持高位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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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丙烯价格走势分析

图 6 丙烯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2017 年亚洲丙烯市场缺乏明确方向指引，震荡运行为主，但价格运行区间较 2016 年上移，全年

均价在 910 美元/吨 CFR 中国。其中最高价为 1020 美元/吨 CFR 中国、1000 美元/吨 FOB 韩国，最低为

807 美元/吨 CFR 中国、795 美元/吨 FOB 韩国，分别出现在 2月份和 5月份。

今年丙烯价格较去年整体走高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高位运行，一度创出两年来新

高，对丙烯支撑较强；今年环保压力较大，开工率受到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丙烯价格走高。

国内来看，2017 年国内丙烯市场价格呈现“V”字型走势，低谷出现在 4月份，高点在 9月底，总体

较 16 年价格大幅提升。以山东市场为例，全年最低价格在 6200 元/吨，最高价格在 8420 元/吨，高

低端价差在 2220 元/吨。全年均价为 7500 元/吨，较 16 年上涨接近 20%。

四、PP 供应分析

1、中国 PP 产能分布

图 7 中国 PP 产能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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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在煤化工行业尚未大规模投产之前，国内 PP 产能分布相对均匀，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华北、

东北及西北等地区；不过近几年西北煤化工发展迅猛，新扩能装置中煤化工占据主导，这也使得西北

地区产能占比脱颖而出。

西北地区的煤炭资源丰富，近几年来产能增长十分迅速，截止到目前为止聚丙烯产能占 35%左右，

遥遥领先；华东地区得益于当地两桶油及丙烷脱氢产能的扩张，产能位居第二，为 20%；华南地区以

17%位居第三，华北地区位居第四，产能占比为 11%。其余地区产能占比不足 10%，其中西南地区仅有

四川石化一家企业，今年虽然云天化新投产，但是产能占比依然仅为 3%，位居末位。

2017 年国内 PP 总产能已经达到 2182 万吨，目前不仅远远超越 PE，并且大有赶超 PVC 成为五大

通用塑料产能龙头的趋势。

2、PP 生产企业类型

图 8 PP 企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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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生产聚丙烯的企业分为以下几种：中石油、中石化、地方煤化工及合资企业（私营及合资）等。

中石化、中石油仍是国内生产聚丙烯的企业“大户”，其占比分别为 32%、18%，其中中石化产能依然

位居榜首，两桶油产能占 PP 总产能的半壁江山；地方煤化工发展迅速，目前占比已经接近 30%，由于

后期新扩能装置以煤化工为主，未来地方煤化工占比有望超过中石化位居第一；近几年随着 PDH 发展，

私营及合资企业陆续增多，目前占比已经超过 20%。

3、PP 产能、产量情况

图 9 PP 产能及产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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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近几年国内 PP 市场产能扩张迅猛，而 PP 生产企业多为中石油及中石化，属于高投资、高开工率

行业，所以近几年国内 PP 产量也在持续走高。具体来看，2010-2017 年，除了 2014 年及 2017 年 PP

行业开工率不足 90%以外，其他年份国内 PP 开工率都维持在 90%以上，2014 年主要是因为新增产能较

多且集中在下半年，装置运行不稳定，造成开工率回落，而今年 PP 开工率有所下降主要因为近几年

PP 扩能较快，而下游需求跟进一般，尤其是今年环保压力下终端开工率不及预期，导致 PP 供需失衡

明显，开工率有所下降。此外 PP 行业行业回报率较高，利润丰厚，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 PP 行业的

高开工率。

未来国内 PP 扩能步伐不减，尤其是 2018-2020 年有大量计划产能有待释放，后期 PP 供应过剩局

面或逐渐显现，PP 行业开工率或有所回落，但是其行业性质决定其开工率依然将维持高位。此外由于

PP 新增产能扩张明显，而开工率回落或将有限，PP 供应量将依然维持明显上涨姿态，供应压力不减。

4、国内 PP 长期停产装置

表 1 中国聚丙烯装置长期停车统计表

石化名称 停车产能(万吨/年) 停车原因 停车时间 开车时间

大连有机 老线 5 长期停车 06 年 8 月 2 日 待定

辽阳石化 5 长期停车 11 年 10 月 5 日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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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玉皇 10 产粉料 14 年 1 月 11 日 待定

大港石化 10 停车检修 14 年 3 月 1 日 待定

洛阳石化 老线 14 长期停车 14 年 8 月 4 日 待定

PP 行业属于高开工率行业，其开工率长期维持在 90%以上，几乎所有设备都有短暂停车检修要求，

但是长期停产装置寥寥无几，今年国内聚丙烯长期停车的总产能在 44 万吨/年，主要有大连有机老线、

辽阳石化、大港石化及洛阳石化。相比去年 90 万吨的长期停产产能，今年明显减少。

今年国内 PP 总体开工率较前几年处于整体回落态势，今年跌破 90%大关。石化加大检修力度祈祷

了降低石化库存，缓解市场供需矛盾，支撑市场的作用。今年 PP 检修相对集中，二季度成为检修密

集期，其他月份相对较少，尤其是四季度除了个别装置检修之外，其余都正常运转，而 PP 整体开工

率也重回 90%以上。据找塑料统计，今年国内 PP 因停产检修损失产量超过 250 万吨左右。

5、石化库存统计分析

图 10 石化库存情况

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6、2017 年国内 PP 新增产能统计

表 2 2017 年中国 PP 新增产能统计

公司名称 产能（万吨/年） 投产时间 原料来源

http://hq.zhaosuliao.com/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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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富德 20 2017 年 1 月 外购甲醇制烯烃

福建中江 40 2017 年二季度 PDH，目前为外购丙烯

青海盐湖 16 已投，四季度出料 甲醇制烯烃（DMTO)

宁煤煤制油 60 2017 年 9 月 煤制烯烃

云天化 15 已投，四季度出料 煤制烯烃

相比于去年 296 万吨的新增产能，今年 PP 扩能速度明显放缓。一季度常州富德、中江石化投产之

后，国内 PP 扩能进入长时间的真空期。三季度开始，青海盐湖、云天化及神华宁煤二期陆续投产，

但并未形成稳定产量，四季度上述三家产能陆续稳定投产。2017 年新增产能 151 万吨，仅为去年一半

左右；今年原计划投产的久泰能源、中海壳牌二期、华亭煤业、山西焦煤等，基本确定推迟至 2018

年。

7、未来 PP 扩能计划

表 3 2018-2020 年中国 PP 扩能计划表

扩能计划 产能（万吨/年） 投产时间 原料来源

中电投道达尔合资项目 53.4 环评通过，开工待定 煤制烯烃

浙江卫星能源有限公司 45 原计划 2017 年，推迟 PDH

青海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2017 年准备开工 甲醇制烯烃

久泰能源 35 2018 年 煤制烯烃

甘肃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 2018 年 煤制烯烃

中海油惠州炼油分公司项目二期 40 2018 年 油制烯烃

山西焦煤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 2018 年 煤制烯烃

中科炼化湛江项目 75 2018 年 油制烯烃

安徽淮化集团 49 2018 年 煤制烯烃

中安联合一期 35 2018 年 煤制烯烃

河北海伟二期 30 2018 年 煤制烯烃

华泓汇金煤化工 30 2018 年 煤制烯烃

山西七一能源有限公司 30 2018 年准备开工建设 合成气制聚丙烯

延长石油延安能化公司 25 2018 年准备开工建设 甲醇制烯烃

深圳巨正源股份有限公司 30 2018 年准备开工建设 丙烷脱氢



13

天津渤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60 2019 年准备开工建设 甲醇制烯烃

黑龙江龙泰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 2019 年准备开工建设 煤制烯烃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 30 2019 年准备开工建设 甲醇制烯烃

同煤集团 44 2019 年准备开工建设 煤制烯烃

神华榆林循环经济综合利用项目 38 预计 2019 年底建成 甲醇制烯烃

虽然今年国内 PP 扩能步伐略有缓解，但是由于今年部分装置投产推迟，以及前期大量扩能计划

有待释放，未来三年国内 PP 产能将继续迅猛扩张。据找塑料统计，2018-2019 年国内仍有 20 余套装

置有投产计划，总产能接近 800 万吨，届时国内 PP 市场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在未来扩能计划中，

煤制烯烃占据绝大多数，PDH 也有一定占比，而油制 PP 数量反而最少。

五、PP 需求分析

1、PP 下游需求结构分析

图 11 PP 下游需求结构

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PP 按照种类分可分为拉丝、注塑（均聚注塑+共聚注塑）、纤维、BOPP 等，广泛应用于包装、电

子、小家电、汽车、纤维、建筑管材等领域。近几年，聚丙烯在各个领域的需求量持续增长，消费结

构也将逐步发生变化。目前国内聚丙烯需求结构的前三位是拉丝、注塑和膜料。拉丝主要用于塑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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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占比超过 PP 总量的三分之一，拉丝编织袋主要用于粮食、化肥及水泥等的包装；注塑占比 24%，

注塑成型品主要应用于小家电、日用品、玩具、洗衣机、汽车和周转箱等；薄膜占比超过 20%，BOPP、

CPP 及普通包装膜（部分薄膜可用拉丝等通用料生产）主要用于包装材料领域。

2、PP 下游行业发展分析

图 12 PP 下游需求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目前 PP 的供需格局是：产能扩张不止，近几年年均增速在 12%左右，而 PP 下游需求近几年增速

明显放缓，目前多在 10%以下，这也说明产能扩张速度明显快于下游需求增速，导致 PP 市场逐渐饱和，

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拉丝制品（塑编袋、蓬布和绳索等）所消耗的 PP 树脂在我国一直占很高的比例，是我国聚丙烯

消费的最大市场，主要用于粮食、化肥及水泥等的包装。2000 年生产扁丝和编织品耗聚丙烯约 318 万

吨，占聚丙烯消费总量的 51.5%。2016 年产量 1410 万吨。从历史的数据来看，2008 年开始，塑编产

量的增长率出现了连续下滑态势，近年来因 PP 注塑制品和包装膜的发展逐步改变了 PP 的消费结构，

用于拉丝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是 PP 树脂消费的最大领域。

注塑行业是我国 PP 下游需求结构中占比第二的领域，其主要主要应用在小家电、日用品、玩具、

洗衣机、汽车和周转箱上，所占份额在 25%左右。近年来随着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国内对聚丙烯

注塑件的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对嵌段共聚物的需求增加迅速。因此近年来其在聚丙烯消费中所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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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不断提高。注塑制品中均聚注塑料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由前几年的 5%左右上涨至 2017 年的 10%

左右。这是因为均聚注塑下游以日用品为主，例如：电水壶、电饭锅、电熨斗、取暖器、电吹风、电

烤面包器等小家电，由于网络电商的崛起，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免安装的小家电行业迅速崛起，

其消费结构也出现了大幅的增长。

六、2018 年 PP 展望

图 13 中国 PP 市场供需格局趋势图

数据来源：招金期货研究院

2017 年国内 PP 扩能增速有所放缓，部分计划推迟至 2018 年。虽然 2018-2020 年 PP 扩能计划较

大，但是多数计划一般会推迟，所以 2018 年 PP 扩能计划未必全部兑现，据统计 2018 年 PP 扩能兑现

有望达到 100 万吨左右，较前两年增速有所放缓。不过即便如此，由于目前 PP 总产能较大，明年 PP

总产能有望接近 2300 万吨，不仅远超 PE，甚至有取代 PVC 成为五大通用塑料产能龙头的迹象。相比

于目前超过 10%的产能平均增速，PP 下游需求增速不及 10%，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后期国内 PP 开工率

有可能继续下降，而进出口方面，PP 进口减少出口逐渐增多也将成为趋势。

美联储加息提速，并且开启缩表模式，其他欧美国家也陆续退出 QE，逐渐走上收紧政策，全球流

动性趋近将成为趋势，而美元也有筑底反弹迹象，后期大宗商品迹象承压；国内方面，虽然经济下跌

暂止，但是受制于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国内经济反弹动力有限，预计明年继续温和复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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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供需失衡已成趋势，不过好在明年 PP 产能扩张速度有望继续放缓，而下游需求或维持原有增

长速度，供需失衡有望小幅缓解；此外 PP 进口逐渐减少而出口逐渐增多，以及明年起废塑料督查力

度进一步趋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PP 供需压力。

淡旺季因素对 PP 影响逐渐弱化，而 PP 期货对现货市场的影响力大越来越大。十九大之后环保督

查及雾霾治理压力不减，对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终端需求影响明显；期货虽然对 PP 影响明显，

但是期货受宏观面以及其他金融因素影响较大，这也导致 PP 市场淡旺季规律不明显，市场不确定性

增强。

综上来看，供需失衡虽然仍是市场最大利空，但是相比之下明年有望得到一定缓解，并且全球经

济形势逐渐回暖，油价有望维持高位等因素支撑，PP 仍有上涨动力；不过明年环保压力不减，需求受

到一定抑制，而期货的金融属于也给 PP 市场带来一定不确定性。结合以上分析及参考 2017 年 PP 走

势，预计明年 PP 市场继续维持震荡格局，价格运行区间较 2016 年有望小幅提高但幅度有限，以拉丝

为例其区间在 8000-10000 元/吨；其中年后初期下游集中开工、二三季度石化检修及年底需求旺季，

PP 价格有望走出阶段性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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