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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市场周分析报告 

2021 年 2 月 8 日–2021 年 2 月 19 日 

一、 国际市场分析 

1、原油市场简析 

本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美布两油均价较上周均有所上涨。周内，前

期市场乐观情绪占据主导位置，疫苗有助于石油需求复苏，新冠病例的减少也提

振市场乐观情绪。此外，美国继续推动一项 1.9 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救助计划，

市场希望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将提振经济和燃料需求。EIA 公布数据显示原油库存

超预期骤降 660 万桶提振市场乐观情绪，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后期美国历史性的

极寒天气造成的供电问题以及石油供应中断仍在提振油价，有消息显示，二叠纪

盆地的原油生产因严寒天气而冻结，美国原油产量下降超过 40%或 400 万桶/日。

并且，俄罗斯 2月增产原油的预期也因极寒天气而未能兑现。另一方面，2月 11

日，欧佩克发表 新月报，预期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原油需求将随之上升，但目

前看来这一恢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同时下调了全球原油增速预期。本周，

WTI 原油期货合约周均价环比上周 55.42 美元/桶上涨 3.54 美元，至 58.95 美元

/桶，涨幅 6.38%。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周均价环比上周 58.09 美元/桶上涨 3.90

美元，至 61.99 美元/桶，涨幅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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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沥青市场分析 

1. 本周国内市场价格变化简析 

上周，国内重交沥青市场均价为2823元/吨，虽然随着春节临近，需求不断

收缩，但原油价格上涨，在成本端给沥青带来了支撑，部分炼厂价格上调，带动

市场均价的上涨。本周春节前及春节期间原油涨势强劲，带动沥青市场价格走高。

炼厂库存水平维持节前水平31%，但整体增量2.4万余吨，山东地区整体库容量上

升。同时春节期间部分炼厂仍维持出货，故整体厂库保持尚可，未出现明显胀库

情况。本时段炼厂开工率维持44%，不过山东地区因部分炼厂转产渣油导致沥青

开工率大幅下降，而华东及东北地区部分炼厂复产令沥青开工率窄幅上升。 

 

 

2、各地区市场情况简析  

华南地区：华南地区重交沥青周平均价格上涨 25 元至 2975 元/吨。本周区

内大部分主营炼厂价格有所上调，北海炼化以及广州石化沥青价格上调 220 元/

吨，茂名石化上调 190 元/吨；北海和源多次调整沥青价格，综合来看上调 150

元/吨。春节节假日期间用户拿货积极性偏低，年前区内施工项目陆续收尾，业

者采购积极性一般，多按需采购，场内交投氛围略显清淡。节后受原油利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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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存上涨空间，部分主营炼厂有上调计划。目前沥青市场需求平平，仅有施工

项目陆续拿货，业者囤货意向较小。装置方面本周主营炼厂均正常生产沥青，春

节期间炼厂出货一般，库存较上周变化较小，稳定至 35%。 

    华东地区：华东地区重交沥青周平均价格上涨 100 元至 2950 元/吨。本周华

东地区中石化炼厂价格多次调整，综合来看上调幅度在 240-250 元/吨；中石油

炼厂温州中油以及中油兴能上调 100 元/吨，宁波科元上调 270 元/吨；地炼价格

多有跟调，江阴阿尔法以及金海宏业上调 250 元/吨，中化泉州上调 150 元/吨。

节前区内需求清淡，用户采购积极性一般，节后受原油以及沥青期货涨势带动，

现货开始纷纷调涨。部分炼厂供应有所增加，陆续有船运发往川渝等地，炼厂库

存中低位，销售压力较小。装置方面目前扬子以及上海石化均保持间歇生产，上

海石化 14 日暂停生产，预计 19 日恢复，库存较低；扬子石化 14 日起开始恢复

沥青生产，预计生产至 19、20 日左右，库存中低位。整体来看本时段沥青库存

较上一时段变化不大，稳定至 15%。 

    华北地区：华北地区重交沥青周平均价格上涨 250 元至 2775 元/吨。华北地

区沥青市场产销两疲，但随着成本上升以及周边市场价格的走高，华北地区沥青

价格也水涨船高。春节前后部分炼厂少量外放合同，价格在 2900-3000 元/吨区

间，但限量供应，大客户有囤货行为。炼厂在节日期间零星装车，且河北地炼多

停产沥青，整体库存维持低位。中油秦皇岛负荷提升至 1500 吨左右，供应前期

合同为主，暂不放量，后期有涨价计划。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重交沥青周平均价格上涨 100 元至 2750 元/吨。东北地

区春节前沥青市场出现一波上涨行情，辽河石化 2月 7日零售调涨 150 元/吨至 

2900 元/吨，其他炼厂有跟涨情况，但实际合同价格并未涨至此高位，以

2650-2750 元/吨为主，且部分销售良好的炼厂如营口及北沥多暂停签单或限量

签售。春节期间由于原油大幅上行，炼厂成本继续上升，部分地炼节后积极涨价，

而主营炼厂也有涨价预期传出，节后沥青价格涨至 2850-3000 元/吨。春节期间

东北地区炼厂正常发货，库存维持良好，并未出现累库情况。 

西北地区：西北地区重交沥青周平均价格持稳在 3050 元/吨。西北地区沥青

市场价格较上一周持平，市场成交价在 2650-3250 元/吨上下，本周区内部分炼

厂价格有所调整，节后开始天之泽上调 150 元/吨，美汇特沥青价格上调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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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目前美汇特转产渣油，复产沥青时间暂未确定。春节期间西北地区需求不温

不火，炼厂少量出货，库存下降缓慢，整体来看库存下降 1%至 41%。 

 

3、国内炼厂库存情况 

春节期间国内炼厂库存窄幅增加，涨幅主要集中在山东及东北地区的炼厂，

因为春节期间其实多数炼厂仍然维持正常放货，所以库存保持情况尚可。华南炼

厂库存水平为35%，华东炼厂库存水平为15%，炼厂多数正常外放，产销平衡为主。

东北炼厂库存水平上涨3%至16%，因春节期间焦化及调和船燃的部分客户放假休

市，炼厂去库略有放货，不过整体厂库低位可控，压力不大。山东炼厂库存水平

下跌7%至54%，山东地区个别监测范围内的炼厂因为依赖贸易商卖货，但春节期

间中间商多数放假未报盘所以产生了一些累库。 

 

三、后市分析 

1 日，冬季风暴开始席卷美国，暴风雪和恶劣天气抑制了美国的原油产量，

并推高了冬季燃料需求的上升。截至 18 日，美国已停产每日逾 400 万桶的产能，

接近全美原油产量 40%，世界 大炼油中心之一大幅削减了产量，美国向海外运

送原油的水路大部分时间陷入了中断。预计到 3 月初会损失 1600 万桶产量，北

海交易商为寻找美国出口原油的替代品而疯狂买入北海原油货物，亚洲买家正以

更高溢价大举买入中东原油。IEA、EIA 及 OPEC 的月报纷纷下调今年全球石油市

场需求预期，EIA 月报下调了 20 万桶，IEA 和 OPEC 月报下调 10 万桶。中东地缘

政治形势陷入了紧张局势，12 日胡塞组织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阿巴机场和空军基

地，此外美伊之间的僵局也是迟迟难破。而 OPEC+主要产油国继续保持削减原油

供应，沙特履行额外 100 万桶/日的减产，令全球原油供应持续紧缩。预计下周，

国际油价受到多方利好支撑，保持强劲势头。以 WTI 为例，预计下周的主流运行

区间在 59-63（均值 61）美元/桶之间，环比上涨 2.45 美元/桶或 4.18%。 

下周国际原油受到多方利好支撑，保持涨势，成本支撑下，同时沥青炼厂目

前普遍库存压力不大，故下周大概率保持上行势头。但是也存在一定压力，就是

3月前终端需求有限，初返市业者对高价接受力度有限，市场将存在一定观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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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且以备货为主，并且随着沥青价格的走高，炼厂利润上升，前期停产的炼厂

很难说不会提前复产。不过下周暂未听闻华北及华东、华南地区停产的炼厂复产

消息，供应面不会有大的利空出现。在高油价冲击下，相信很快沥青价格就会被

市场所接受消化，预计下周南北方地区价格将逐渐接近并站上 3000 元/吨，沥青

行情预计以反弹走高为主。 

 

四、相关要闻 

1. 化工产品全面“回春” 高景气度有望延续  

2021 年开年以来，化工板块表现亮眼，多只股票价格屡创新高。研究机构

认为，在国内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地产、汽车等终端市场需求改善明显，加之此

前的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支撑产品价格上涨，化工行业高景气度有望延续。 

订单充足 

2020 年 7 月以来，钛白粉价格连续上涨，且上涨幅度较大。2月 7日，国内

钛白粉龙头龙蟒佰利率先开启年内第二轮涨价，自即日起上调公司各种型号钛白

粉销售价格，对国内客户上调 1000 元人民币/吨，对国际客户上调 150 美元/吨。

随后，中核钛白、金浦钛业、天原股份、惠云钛业、安纳达等公司纷纷宣布提价。 

钛白粉价格居高不下，一方面由于供应端原材料钛精矿持续涨价，推动成本

上行；另一方面海外需求旺盛，外贸出口订单量充足，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二季

度。 

某钛白粉企业负责人表示，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钛精矿和硫酸价格涨势

迅猛，钛精矿价格达到近三年来高点。同时，部分钛白粉主产区的硫酸价格出现

不同幅度上涨。硫酸属于危化品，受到运输半径的限制，产区之间价格略有差异。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钛精矿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原矿产量减少，进而导

致钛精矿产量减少。而钛白粉企业开工率高企，导致整个市场供不应求。按照每

吨钛白粉消耗 2.5 吨钛精矿和 4吨硫酸计算，目前钛白粉物料成本每吨增加超过

千元。由于钛精矿、硫酸等成本价格快速变动，钛白粉销售价格被动跟涨。从近

期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看，产品提价幅度已从原先国内每吨提价 500 元的固定涨

幅，改变为每吨提价 800 元-1000 元。 

景气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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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钛白粉产能约为 840 万吨。其中，亚太地区产能占全球

超过 50%，中国市场在亚太地区钛白粉产能 大，2020 年达到 417 万吨。2020

年中国钛白粉出口 121.4 万吨，同比增幅达 21%。 

钛白粉是一种使用广泛的白色颜料，主要用于涂料、塑料、造纸及纸制品行

业。它作为一种中间商品，与汽车工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家居业等终端

消费市场密切相关。今年以来，龙蟒佰利钛白粉国内销售价格已累计上调 1500

元/吨，国际销售价格累计上调 250 美元/吨。 

国金证券研报指出，国内疫情防控向好，而海外龙头企业受疫情影响开工率

处于低位，并有超 10 万吨钛白粉产能关停，造成较大供给缺口。 

目前，国内主要钛白粉生产企业产量稳定，厂家紧抓海外市场机遇，抢占市

场份额。当前供应情况依然紧张，市场现货库存低位，预计钛白粉价格将维持高

位。 

中原证券研报显示，除钛白粉外，化工产品今年以来整体保持上涨态势，且

上涨品种比例有所提升，双酚 A、丙酮、碳酸锂、二甲基甲酰胺、液氯涨幅居前。 

库存较低 

多家研究机构认为，原油价格上涨成为支撑化工品价格上涨的主因，两者呈

现正相关趋势。数据显示，截至 2月 8日，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为 60.66 美元

/桶，今年以来涨幅达 19.7%；纽约轻质原油期货收盘价为 58.10 美元/桶，今年

以来涨幅达 20%。下游产品醋酸、乙二醇、草甘膦、化纤、尿素等均出现不同程

度上涨。 

2020 年上半年，国内多数化工产品价格下跌到历史低位，行业开工率较低，

并引发被动去库存。目前多数化工产品库存处于较低水平。 

从国内市场看，终端需求大幅复苏，下游开启补库存周期。而海外疫情反复

导致部分海外化工装置停产，国内化工产品的海外订单需求进一步提升。另外，

国际油价处于长周期上行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在染料领域，染料中间体价格有

所上涨，行业盈利水平持续提升。据了解，印染厂整体染料库存较低，存在一定

的补库存需求，染料企业库存水平为近几年低位，部分产品供不应求。 

银河证券指出，2020 年三季度以来纺织品订单集中大爆发，拉动上游化纤、

染料等原材料需求，叠加成本端价格上涨，锦纶切片、粘胶短纤、涤纶长丝、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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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等产品价格近期均明显上涨。由于下游需求较饱满，叠加部分化纤原材料成本

端仍有支撑，预计相关产品价格仍将上涨一段时间。 

业内人士表示，受益于国内经济复苏及出口市场向好，目前化工行业景气度

处于历史较好时期。经过此前的落后产能淘汰，行业龙头公司将充分受益于行业

高景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