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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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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价格在突发事件后迅速回归正常，PP 价格也跟随回落，并且
在基本面偏弱的背景下进入中期下跌趋势行情中。预计供大于求的矛
盾将使近月合约短期仍有调整需求，而中长期而言，供给恢复情况存
不确定因素，远月合约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期价将受到更好的支撑。

大商所十大投研比赛
中天期货 2 队
联系人：胡大伟

操作上，PP 买 01 卖 05 反套策略。

核心观点：

从业资格号

1.策略概述

F3063522

（1）策略类型：套利；（2）交易方向：卖出 01 买入 05 套利；

手机：

（3）操作手数：40 手；（4）资金占用：3%；（5）入场价区： 450

13792422351

——500 元；（6）目标价区： 50——200 元 ；（7）止损价区： 550

E-Mail

——600 元

David.hu@iztqh.com

2.风险控制
（1）中东地缘政治事件导致原油短期快速上涨，超出预期。
（2）下游需求改善，上游原材料受限，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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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价格在突发事件后迅速回归正常，PP 价格也跟随回落，并且在基本面偏弱的背景下进入
中期下跌趋势行情中。预计供大于求的矛盾将使近月合约短期仍有调整需求，而中长期而言，供给
恢复情况存不确定因素，远月合约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期价将受到更好的支撑。操作上，PP 买
01 卖 05 反套策略。具体分析如下：

一、行情回顾
自 9 月中旬以来，化工板块 PP 进入震荡下行趋势，虽然中间也有短期反弹，但总体上跌多涨
少，且反弹高点不断下移，形成较为平缓的趋势性下跌行情。沙特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在 9 月中旬
之后逐渐淡化，原油价格回归正常，对 PP 的支持减弱。PP 期货盘面重新将基本面作为关注要点，
下游需求延续低迷，对高价位原料有较强的抵触情绪，使 PP 价格难以维持在高位；10 月以来，此
前受环保检查停车或降负的企业陆续重新开车，并满负荷生产，导致货源增加，对价格形成进一步
压制。
图 1：PP 主力合约价格走势及持仓量、成交量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中天期货

二、供需基本面分析
（一）限产支撑原油价格，经济低迷抑制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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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OPEC 原油产量因沙特遇袭事件而大幅下降。OPEC 月报显示，9 月原油产量环比下降 132
万桶/日至 2849 万桶/日。其中，沙特产量为 856 万桶，环比下降 128 万桶/日；伊拉克产量 472.4
万桶/日，环比下降 6 万桶/日；伊朗产量为 215.9 万桶/日，环比下降 3.4 万桶/日；委内瑞拉产量
64.4 万桶/日，环比下降 8.3 万桶/日。俄罗斯方面表示，由于冬季前天然气凝析油产量增加，该
国未能兑现 9 月的减产目标。数据显示，9 月份俄罗斯石油产量 1125 万桶/日，较 8 月下降 4.4 万
桶/日，但仍超过减产协议设定的 1118 万桶/日水平。
有 OPEC 官员表示，出于对 2020 年需求增长疲弱的担忧，该组织及盟友正在考虑是否进一步减
产。另有消息称，科威特考虑将 2020 年原油产能目标从 400 万桶/日下调至 312.5 万桶/日。俄罗
斯方面重申减产承诺，但表示并无任何一个 OPEC+国家提交有关改变产量方面的提议，不过根据油
市状况来改变协议的条件是可能的。OPEC+将于 12 月 5-6 日再次举行会议，此前市场预期将存在反
复。
图 2：Brent 原油及 WTI 原油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中天期货

美国原油产出仍在持续增加。10 月美国原油周度产量连续四周保持在 1260 万桶/日。EIA 的月
度钻井生产力报告显示，11 月美国七大页岩油层的原油产量预期将增加 5.8 万桶/日至 897 万桶/
日记录高位。预计 2019 年美国原油产量 1230 万桶/日，增幅为 130 万桶/日，高于上月的 125 万桶
/日。随着新管道开通，二叠纪盆地至湾区的运输能力提高，四季度美国产量有望维持高位运行。
美国原油库存继续增加。EIA 数据显示，截止 10 月 25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环比增加 570.2
万桶至 4.388 亿桶，远高分析师预估的增加 49.4 万桶，较上月增加 1931.5 万桶。成品油库存减少，
截止 10 月 25 日当周，汽油库存减少 303.7 万桶，高于分析师预估的减少 220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
暖油在内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103.2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240 万桶。冬季取暖需求旺季仍未启动，
预计 11 月中上旬美国原油库存仍将继续增加。
免责声明请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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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以来，全球经济放缓担忧不减，各国制造业表现持续低迷。10 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 2019 年全球 GDP 增速由 3.2%下调至 3%，将 2020
年全球 GDP 增速由 3.5%下调至 3.4%。中国 10 月官方制造业 PMI 降至 49.3，连续 6 个月低于 50 的
荣枯线，并且创下今年 2 月以来的新低，非制造业 PMI 降至 2016 年 2 月以来最低；欧元区 10 月制
造业 PMI 初值降至 45.7，不及预期的 46，达到 2013 年以来的低点，这已是连续第九个月陷入萎缩
区间；日本 10 月制造业 PMI 初值为 48.5，创三年新低，连续第六个月低于荣枯线；美国耐用品订
单及新屋动工数据也逊于预期。
受全球宏观经济低迷的影响，国际原油三大机构 10 月月报继续下调全球原油需求增速，OPEC
将 2019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下调 4 万桶/日至 98 万桶/日，EIA 将 2019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
预期下调 5 万桶/日至 84 万桶/日，IEA 将 2019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下调 6 万桶/日至 107 万
桶/日。
10 月份，中美双方举行第十三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暂停对定于 10
月 15 日生效的 25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上调，中国同意从美国购买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的
农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与中国达成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将需要五周的时间来起
草协议。市场预期中美较大概率将在 11 月中旬 APEC 智利峰会上签署阶段性贸易协议。但由于抗议
活动持续，智利取消主办原定于 11 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随后特朗普称，中美两国正
在努力选择一个新的地点签署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约占总交易额的 60%，并表示新地点将很快宣
布。从目前各方面的消息来看，虽然协议何时能够正式签署还存在一些变数，但双方的分歧正在逐
渐减小，会谈形势显著好于第三季度。
图 3：全球主要原油生产国日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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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中天期货

展望后市，中美贸易形势较前期有所好转，但全球经济走弱引发的需求下滑依然令市场担忧，
OPEC 国家极力通过调节产出来稳定国际油价，美国的产出与库存持续增加对原油价格仍有一定压
力。整体来看，原油市场后期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中东地方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问题更是加剧了
油市的波动。
（二）传统淡季需求低迷，供大于求难涨易跌
10 月份聚丙烯粉料价格整体以下跌为主，当月下跌 100-350 元/吨。国庆长假之后，受环保检
查停车或降负的企业逐渐恢复开车，并且大多满负荷生产，上游货源流通量增加。河北地区粉料下
游企业环保压力较大，需求减少。
10 月份聚丙烯粉料企业总体开工率为 65%，与上月持平。分地区来看，山东地区本月开工率维
持在 68%；华东地区因三江化工与卫星石化负荷有所降低，导致华东地区开工率下滑约 7%；与此同
时，河北、东北及西北等地区粉料开工率均有所上升，抵消了华东地区开工率的下滑，使得总体开
工率持平。11 月，丙烯单体生产企业垦利、万通、齐成以及海右都将陆续恢复外放丙烯，粉料企
业利润充足，企业开工积极性较主，多数维持正常开工，供应量将显著增加。
图 4：国内聚丙烯粉料现货价格走势

免责声明请见文末

4

中天投研·能化策略报告|2019.11.20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中天期货

10 月份两桶油的库存下降 21 万吨，降幅 23.73%，至月底为 67.5 万吨。下游工厂刚需补货有
所增加，助力生产企业库存得以消化，个别粉料企业存在超卖现象。
10 月份我国塑编工厂因限产结束而导致平均开工率小幅上涨 0.5%至 56.5%，但 11 月新一轮的
环保督查已经开始，或将对河北、河南一带塑料开工率产生影响。因此，PP 的需求方面，终端工
厂订单不足将使其备货积极性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11 月为下游聚丙烯的传统淡季，市场需求难
有较大起色。同时垦利、万通、齐成以及海右都将于 11 月份恢复外放丙烯，供应量将继续增加。
综合来看，供应量增加，需求量有限，11 月份丙烯价格易跌难涨。

三、技术面分析
技术面，PP2001 合约处于中期下跌趋势行情之中，目前在 7800 一线有尝试企稳的表现。该点
位距离前期低点 7763 已经较近，再加上均线系统分叉加大使得上方压力有所减缓。01 合约或将尝
试在 7800 附近形成支撑，短期有震荡调整的需求，中期形势则仍然偏弱。从盘面表现来看，01 合
约受到均线压制比 05 合约更大，近月存在较高风险溢价，近远月价差有回归需求。
图 4：PP2001 日 K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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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中天期货

四、策略概述及风险控制
（一）策略概述
聚丙烯买 05 空 01 反套策略
1.策略类型：套利
2.交易方向：卖出 01

买入 05 套利

3.操作手数：40 手
4.资金占用：3%
5.入场价区： 400——450 元
6.目标价区： 50——200 元
7.止损价区： 550——600 元
（二）风险控制
1.中东地缘政治事件导致原油短期快速上涨，超出预期。
2.下游需求改善，上游原材料受限，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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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公正，文中观点及内容（包含操作建议等）仅供参考，不构成所述品种的买卖出价，投资者据此作出的任何
投资决策及交易行为与本公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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