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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度要点小结」

◆ 行情回顾：PTA供应方面，本周国内PTA产量为102.33万吨，较上周减1.18万吨，较同期减0.14万吨；国内
PTA 周均产能利用率为73.21%，环比减 0.17%，同比减 6.33% ；本周PTA加工费平均在394.64元/吨，较
上周增加252.88 元/吨， 周内装置负荷下滑。乙二醇供应方面，本周国内乙二醇总产能利用率51.58%，环
比升1.47%，其中一体化装置产能利用率63.12%，环比降0.88%；煤制乙二醇产能利用率32.82%，环比升
7.63%；截至11月17日，华东主港地区MEG港口库存总量86.9万吨，较上一统计周期增加4.53万吨，涨幅
5.5%，主要港口持续累库。短纤方面，本周中国涤纶短纤产量为13.89万吨，环比跌0.29%；产能利用率平
均值78.13%，较上周下滑0.23%。周内洛阳石化 10 万吨/年的装置检修，故产量及产能利用率下滑；截至
11月17日短纤现货加工差下跌至1176元/吨附近，加工利润下滑。需求方面，本周聚酯行业周度平均产能
利用率为77.91%，较上期跌1.93%。周内桐昆、恒逸、新凤鸣等主流聚酯生产企业减产检修，故本周聚酯
开工负荷下滑。终端需求方面，截至11月17日江浙地区化纤织造综合开机率为55.70%，环比下降2.56%。
当前国内外服装品牌秋冬季下单缩量严重，居民消费意愿不高。

◆ 行情展望：周内美联储官员鹰派言论令市场情绪受挫，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但受国内疫情优化政策影响，
聚酯板块跌幅有限。后市来看，供应方面，聚酯双料年内的投产压力仍然较大。需求方面，双十一及圣诞
订单缩水严重，终端需求将持续回落。故认为聚酯板块缺乏持续上涨的动能。

◆ 策略建议：TA2301合约建议5200-5600区间逢高布空；EG2301合约建议3700-4150区间逢高布空；
PF2212合约建议6850-7250区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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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PTA期价区间震荡

「期现市场情况」

周内PTA期价区间震荡。

图、PTA期价走势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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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乙二醇期价偏弱震荡

「期现市场情况」

周内乙二醇期价偏弱震荡。

图、乙二醇期价走势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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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短纤期价区间震荡

「期现市场情况」

周内短纤期价区间震荡。

图、短纤期价走势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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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PTA仓单数量下降

「期现市场情况」

截至11月17日,PTA仓单数量报14452张,较上周环比下跌51.63%。

图、PTA仓单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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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乙二醇仓单数量上升

「期现市场情况」

截至11月17日,乙二醇仓单数量报13516手,较上周环比上涨3.84%。

图、乙二醇仓单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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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短纤仓单数量下降

「期现市场情况」

截至2022月11日17,短纤仓单数量报6796张,较上周环比下跌23.43%。

图、短纤仓单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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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PTA多单减少，空单减少，净多减少

「期现市场情况」

本周PTA多单量环比减少，空单量环比减少，净多单减少。

图、PTA前20多空及净持仓

来源：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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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乙二醇多空同增，净多增加

「期现市场情况」

本周乙二醇多单量环比增加，空单量环比增加，净多单增加。

图、乙二醇前20多空及净持仓

来源：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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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短纤多空同增，净多单减少

「期现市场情况」

本周短纤多单量环比增加，空单量环比增加，净多单减少。

图、短纤前20多空及净持仓

来源：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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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PTA基差走强

「期现市场情况」

截止11月17日，PTA基差为358元/吨，本周PTA基差走强。

图、PTA基差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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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乙二醇基差走弱

「期现市场情况」

截止11月17日，乙二醇基差为-11元/吨，本周乙二醇基差走弱。

图、乙二醇基差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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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短纤基差走强

「期现市场情况」

截止11月17日，短纤基差为308元/吨，本周短纤基差走弱。

图、短纤基差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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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PTA合约价差缩小

「期现市场情况」

本周TA01-TA05合约价差缩小，建议空05多01操作。

图、PTA近远月走势图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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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乙二醇合约价差扩大

「期现市场情况」

本周EG01-EG05合约价差走弱，建议空05多01操作.

图、乙二醇近远月走势图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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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短纤合约价差缩小

「期现市场情况」

本周PF01-PF05合约价差缩小，建议空05多01操作交易。

图、短纤近远月走势图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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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短纤盘面加工差缩小

「期现市场情况」

本周短纤盘面加工差缩小，建议空TA多PF操作。

图、短纤盘面加工差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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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状况——本周上游原料价格涨跌互现

「期现市场情况」

截至11月17日,期货结算价(连续):布伦特原油报89.78美元/桶,环比下跌3.32%期货结算价(连续):WTI原油报81.64美元/桶,环比下
跌4.62%国际市场价:乙烯:CFR东北亚:中间价报881美元/吨,环比下跌0.00%现货价(中间价):石脑油:CFR日本报716.5美元/吨,环比
0%现货价(中间价):对二甲苯(PX):FOB韩国报948美元/吨,环比0%

图、上游产品价格

来源： 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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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状况——本周PX加工利润下跌

截至11月17日,PX-石脑油价差报231.5美元/吨,环比下跌2.94%。

「期现市场情况」

图、PX加工利润

来源： 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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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状况——9月PX进口量环比上升

海关统计，2022年9月我国PX当月进口量为927506.46吨，累计进口量为787884.59吨，9月进口均价为1076.99美元/吨，累计进口均价为
1112.37美元/吨，进口量环比上涨17.72%，进口量同比下降23.12%。

图、PX进口量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期现市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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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状况——本周PX开工率环比下滑

本周国内PX装置开工负荷为72.56%，环比下降。

图、PX开工率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期现市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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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进出口量——9月PTA出口量环比上涨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9月，PTA当月进口量为159.24吨，环比-97.07%。2022年1-9月17533.78吨，同比-60.83%； 2022年9月，
PTA当月出口量为236668.84吨，环比+20.20%。2022年1-9月2785453.56吨，同比+48.42%。

图、PTA进口量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图、PTA出口量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25

乙二醇进口量——9月乙二醇进口量环比上升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2年9月我国乙二醇当月进口量为618356.57吨,累计进口量为5808343.65吨, 进口量环比升3.38%,进口量同比升
2.91%,累计进口量比去年同期降8.13%。

图、乙二醇进口量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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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端——本周PTA产量及开工率环比下降

本周国内PTA产量为102.33万吨，较上周减1.18万吨，较同期减0.14万吨；国内 PTA 周均产能利用率为73.21%，环比减 0.17%，同比减

6.33%。周内虹港石化1#150万吨装置降负运行。

图、PTA周产量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图、PTA周开工率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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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端——本周乙二醇开工环比下降

本周国内乙二醇总产能利用率51.58%，环比升1.47%，其中一体化装置产能利用率63.12%，环比降0.88%；煤制乙二醇产能利用率32.82%，

环比升7.63%。

图、乙二醇周开工率

来源：隆众资讯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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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库存——本周PTA社会库存环比上升

本周PTA社会库存量约在202.52 万吨，环比2.58万吨，环比+1.27%。周内聚酯端降负较多，PTA社会库存量环比增加。

图、PTA社会库存

「产业链情况」

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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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醇库存——本周乙二醇港口持续累库

截至11月17日，华东主港地区MEG港口库存总量86.9万吨，较上一统计周期增加4.53万吨，涨幅5.5%，主要港口持续累库。

图、华东地区乙二醇库存

来源：隆众资讯 wind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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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加工利润——本周PTA加工利润深度亏损

当前PTA加工利润亏损，截止11月17日，加工利润亏损387.57元/吨。

图、PTA加工利润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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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醇利润——本周乙二醇各工艺加工利润深度亏损

本周，一体化毛利跌 2.28 美元/吨至-260.42 美元/吨，煤制毛利涨 251.60 元/吨至-3531.50 元/吨，MTO 毛利涨 174.39 元/吨至-2241.84 元/

吨。

图、乙二醇利润走势

来源：隆众资讯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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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周内聚酯及终端产品价格下跌

截止11月17日，CCFEI涤纶DTY华东基准价报8100元/吨，CCFEI涤纶POY华东基准价报6950元/吨, CCFEI涤纶短纤华东基准价报7333.33元/吨。

图、聚酯及终端产品价格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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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周内终端原料成品库存持续累库

截至2022-11-17,库存天数:涤纶长丝POY:江浙织机报33.6天,环比上涨2.44%库存天数:涤纶长丝DTY:江浙织机报41.5天,环比上涨2.22%库存

天数:涤纶长丝FDY:江浙织机报34.2天,环比上涨2.09%。

图、终端原料库存天数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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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聚酯开工负荷环比下滑

本周聚酯行业周度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7.91%，较上期跌1.93%。周内桐昆、恒逸、新凤鸣等主流聚酯生产企业减产检修，故本周聚酯开工负

荷下滑。

图、聚酯开工率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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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短纤开工负荷环比下滑

本周中国涤纶短纤产量为13.89万吨，环比跌0.29%；产能利用率平均值78.13%，较上周下滑0.23%。周内洛阳石化 10 万吨/年的装置检修，

故产量及产能利用率下滑。

图、短纤开工率

来源：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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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江浙织造开机率环比下降

截至11月17日江浙地区化纤织造综合开机率为55.70%，环比下降2.56%。当前国内外服装品牌秋冬季下单缩量严重，居民消费意愿不高。

图、江浙织造开机率

来源：WIND 隆众资讯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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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本周短纤加工差下滑

截至11月17日短纤现货加工差下跌至1176元/吨附近，加工利润下滑。

图、短纤加工差

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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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本周短纤产销率回落

本周涤纶短纤工厂平均产销率为40.20%，环比下滑19.11%，产销气氛回落。周内终端需求减弱，短纤产销率下滑。

图、短纤产销率

来源：隆众资讯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产业链情况」



10月化工板块整体底部震荡，期权市场认沽认购成交量比有所提升，市场情绪维持乐观；做多情绪有所增加，沽购比持仓量环比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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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认沽认购期权成交量

来源：WIND

「期权市场」

图、持仓量/成交量认沽认购比率

来源：WIND



10月期权隐含波动率远低于标的历史波动率，波动率溢价较小。后续事宜操作买权，做多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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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的历史波动率

来源：WIND

「期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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