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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乙二醇、短纤 

 

一、 核心要点 

 

1、 PTA 周度数据 

观察角度 名称 上一周 本周 涨跌 

期货 收盘（元/吨） 3820 4028 +208 

持仓（手） 249.3 万 270.3 万 +20.9 万 

前 20名净持仓 453315 525546 净空增加 72231 

现货 华东现货（元/吨） 3595 3845 +250 

基差（元/吨） -225 -18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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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TA 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聚酯开工率稳定 88%水平 周产量维持高位，现社会库超过 400 万吨 

福海创 450万吨停车、四川能投负荷降至 9成 四川能投装置提升负荷 

加工差压缩至 430元/吨 加工差上升至 530元/吨 

PX供应偏紧，价格小幅上涨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PTA供应端，四川能投 100万吨装置 1月 5日负荷提升，现 9成运行，江

阴汉邦 220万吨装置 1月 6日停车检修，PTA周产量小幅上升。PTA周产量为 97.37万吨，环比上

涨 1.17%，周均开工率 84.39%。下游需求方面，国内聚酯综合开工负荷稳定在 86.78%，国内织造

负荷下滑 6.46%至 70.76%，后续订单较弱，织造开工下降。临近春节，聚酯及终端织造存在季节

性降负预期，PTA 累库更甚。OPEC+会议议达成了调整原油日产量的协议，其中沙特阿拉伯表示额

外减少原油日产量 100 万桶，油价走势偏强。近期 PTA 呈现供需面于成本之间博弈，建议下周区

间交易为宜，谨慎追高. 

技术上，PTA2105 合约短期下方关注 3850 附近支撑，上方测试 4100 压力，操作上短期建议

3850-4100区间交易。 

 

3、乙二醇周度数据 

观察角度 名称 上一周 本周 涨跌 

期货 收盘（元/吨） 4398 4416 +18 

持仓（手） 23.9 万 23.2 万 -0.7 万 

前 20名净持仓 净空 30107 净空 31989 净空增加 1882 

现货 华东地区 4145 4415 +270 

基差（元/吨） -253 -1 +242 

 

4、乙二醇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乙二醇国内装置处于亏损状态 国内乙二醇产能基数上升 

港口库存下降 港口库存有恢复预期  

下游开工率维持较高 外围装置逐步重启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截止到本周四华东主港地区 MEG 港口库存总量 71.7万吨，较周一降低 3.46万

吨，较上周四降低 1.69 万吨。港口预报量已连续四周处在去年年中水平，叠加延期到港货物集中装

卸，短期内港口累库或将加速。下游需求方面，聚酯综合开工负荷稳定在 88.69%，国内织造负荷下

滑 6.46%至 70.76%。港口库存快速下降，乙二醇走势偏强。煤制乙二醇装置利润好转，重启预期增

强，建议短期内多单逢高出场。 

技术上，EG2105合约短期下方关注 4300附近支撑，上方测试 4530压力，短期建议暂时观望。 

 

 

5、短纤周度数据 

观察角度 名称 上一周 本周 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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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 收盘（元/吨） 6422 6804 +382 

持仓（手） 11.1 万 13.5 万 +2.4 万 

前 20名净持仓 净空 9894 净空 7031 净空减少 2863 

现货 华东现货（元/吨） 5850 6225 +375 

基差（元/吨） -572 -579 -7 

 

6、短纤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本周产销放量 原料乙二醇 PTA上方压力较大 

短纤厂家库存健康 织造厂家春节期间降负 

 8日收盘加工差 1881点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直纺涤纶短纤市场周均产销在 157.78%，较上周上升 60.67%。需求方面，

国内织造负荷下滑 6.46%至 70.76%，织造开工率较上一统计周期小幅下降，后续春夏装订单仍面

临上年库存以及人民币升值风险，织造开工率拐点目前仍未显现。本年度伊始，“禁废令”正式

实施，再生短纤原料供应偏紧，成本提升。再生短纤替代性减弱，叠加原油上涨推高原生短纤成

本，近期短纤走势偏强。截止昨夜收盘，短纤盘面加工差记 1881 元/吨，处在中位偏高水平。后

续原料乙二醇 PTA上方压力较大。经过本周大量补货，终端织造短纤库存较高，且临近春节停工，

后续补库动能较弱，预计下周短纤期价上行力度较小。 

技术上，PF2105 合约短期下方关注 6670 附近支撑，上方测试 6930 压力，操作上短期建议

6670-6930区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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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度市场数据 

1、上游原料价格 

图1：上游原料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截止1月7日，东北亚乙烯报1066美元/吨，较上周上涨70美元/吨；PX报677美元/吨，较上周上涨66美元/

吨。 

2、PX现货利润 

图2：PX现货利润走势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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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7日PX-石脑油价差在171美元/吨，较上周上涨35美元/吨。 

 

 

3、PTA价格与利润 

图3：PTA利润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隆众资讯 

PTA利润目前-21.66元/吨，较上周基本持平。 

 

 

4、PTA期现价格 

图4：PTA期现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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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隆众资讯 

截至1月7日，PTA基差至-203，较上周基本持平。 

5、PTA跨期价差 

图5：郑商所PTA2105-2109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收盘跨期价差-96，建议逢高反套。 

 

6、中石化PTA合同货价格 

图6：中石化PTA合同货价格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中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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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化 12月份 PTA结算价执行 3720元/吨；逸盛石化 PTA12月结算价执行 3570元/吨；BP珠海 12月结算

价 3720元/吨；恒力石化 12月 PTA结算价执行 3476.86元/吨。 

7、PTA仓单 

图7：郑商所PTA仓单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郑州商品交易所 

截止1月7日，仓单报346748。 

 

8、PTA开工负荷 

图8：PTA开工负荷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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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PTA综合开工率为85.32%。 

 

9、乙二醇现货价格 

图9：华东地区现货走势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隆众资讯 

1月7日乙二醇现货报4485元/吨，较上周上涨355元/吨。 

 

10、乙二醇期现价格 

图10：乙二醇期价与华东现货走势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大连商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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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月7日乙二醇基差19元/吨。 

 

11、乙二醇跨期价差 

图11：乙二醇2105-2109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暂无交易机会。 

 

 

12、乙二醇和PTA价差 

图12：PTA和乙二醇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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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反套建议继续持有。 

13、乙二醇利润走势图 

图13：乙二醇利润走势图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煤制乙二醇市场毛利为-946元/吨；甲醇制乙二醇市场毛利为-1236元/吨；乙烯制乙二醇市场毛利为-99美

元/吨；石脑油制乙二醇市场毛利为28.27美元/吨。 

 

14、乙二醇库存 

图14：华东地区乙二醇库存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隆众石化 

截止到本周四华东主港地区MEG港口库存总量71.7万吨，较周一降低3.46万吨，较上周四降低1.6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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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聚酯工厂开工率 

图15：聚酯工厂开工率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隆众石化 

国内聚酯综合开工负荷稳定在 88.94%。 

 

16、涤纶长丝库存天数 

图16：涤纶长丝库存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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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隆众石化 

长丝库存天数下降 

 

17、聚酯及终端产品价格 

图17：聚酯及终端产品价格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隆众石化 

截止1月7日，CCFEI涤纶DTY华东基准价报7550元/吨，CCFEI涤纶POY华东基准价报5820元/吨, CCFEI涤纶短

纤华东基准价报5843元/吨。 

 

18、江浙织造开机率 

图18：江浙织造开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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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隆众石化 

国内织造负荷下滑6.46%至70.76% 

19、短纤开工率 

图19:短纤开工率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12月直纺涤纶短纤行业平均开工率在90.70%，较上月下滑2.22% 

 

20、短纤产销率 

图20：短纤产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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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直纺涤纶短纤市场周均产销在157.78%，较上周上升60.67%。 

 

 

21、短纤加工差 

图21：短纤现货加工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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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短纤盘面加工差 

 

数据来源：郑商所 瑞达研究院  

短纤盘面加工差上行至 1850附近。 

 

22、短纤基差走势 

图 23:短纤基差走势图 

 
数据来源：郑商所 隆众资讯 瑞达研究院  

基差震荡区间走强后再度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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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

任何意见戒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