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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气市场周分析报告 

2019 年 8 月 26 日–8 月 30 日 

一、 国际液化气市场简析 

本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呈现先抑后扬的走势，WTI 与布伦特均价较上周涨

跌不一，周内，提振原油上涨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根据 OPEC 联合部长级

监测委员会(JMMC)数据显示，该组织及其盟友原油产量依然稳固低于减产承诺，

减产幅度超承诺幅度逾 50%。最新数据显示，7 月 OPEC 减产执行率跳升至 159%，

远高于 6 月的 137%和 1 月以来的平均水平 134%。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7 月减

产幅度大幅超出承诺额度支撑市场信心为油价带来提振；其二，伊朗外长扎里夫

否认了伊朗总统鲁哈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可能，这无疑是暂时终止了与美

国和解的希望，原油供应继续受到威胁对油价而言是利好；其三，美国 EIA 原油

库存再度大降千万桶提振油价上涨。但是原油需求下降的忧虑仍然利空油价，中

美贸易关系在美国的反复态度中再度升级，原本幸免于难的原油也被卷入其中，

下月开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油将加征 5%的关税，市场担忧这将影响未来的需

求表现。中美贸易战加剧导致当前市场风险情绪波动，但整体需求利空仍旧使得

原油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本周，WTI 原油期货合约周均价环比上周 55.55 美元/

桶下跌 0.32 美元，至 55.23 美元/桶，跌幅 0.57%。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周均价

环比上周 59.87 美元/桶上涨 0.17 美元，至 60.04 美元/桶，涨幅 0.29%。 

本周国际 LPG 市场价格上行。印度到货市场含丁烷货需求增加，另外因北半

球气温降低带动需求增加，预计远东进口商为应对冬季需求旺季将会采购增加库

存，提振行情。再加国际原油行情走强，8 月 29 日沙特 9月 CP 出台跌幅收窄。

其中丙烷至 350 美元/吨，较上月下调 20 美元/吨；丁烷至 360 美元/吨，较上月

持平。折合到岸成本丙烷 3119 元/吨，丁烷 3197 元/吨。远东冷冻丙烷到岸价格

上涨 13.95 美元至 378-386 美元/吨，丁烷到岸价格上涨 13.95 美元至 388-396

美元/吨；中东冷冻货丙烷离岸价格上涨 18.30 美元至 348-362 美元/吨，丁烷离

岸价格上涨18.90美元至358-372美元/吨；华南地区冷冻货丙烷到岸价上涨22.0

美元至 399-409 美元/吨，丁烷到岸价上涨 22.0 美元至 409-419 美元/吨。 

市场需求方面，部分交易商有意回购美国丙烷货，中石油和 Glencore 对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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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 23,000 吨货询盘相当于 9 月 CP 减 1-5 美元的贴水，但未听闻实质报价，包括

北海供应商在内的三四家卖家将 9 月下半月到丙烷货销售推迟至 10 月上半月到

货市场。随着这些交易商供应计划调整，9 月下半月到货市场卖家数量预计减少。

另外，东华仍有意做搭配销售，该公司对 9 月下半月到丙烷 23,000 吨货询盘为

9 月远东指数减 14 美元的贴水（相当于 350 美元或 9月 CP加 1 美元的贴水），

同时对10月上半月到丙烷23,000吨货报价为10月远东指数减15美元的贴水（相

当于 362 美元或 10 月 CP 加 14 美元的贴水）。 

市场供应方面，消息称，部分卖家预计还可以出售丙烷/丁烷各 22,000 吨货，

两家贸易商有意以 9 月 CP 减小幅贴水转卖合同货。需求方面，部分贸易商考虑

采购现货，有意供应印度尼西亚到货市场。此外，万华对 9 月 22-23 日装船丙烷

33,000吨/丁烷 11,000吨货询盘为 9月 CP减 2美元的贴水，该公司对 9月 17-18

日装船丙烷/丁烷各 22,000 吨货询盘为 9 月 CP 减 3 美元的贴水。

 



                                                     P3 

 3 
 

 
（注：图中价格除 CFR 华南混合液化气为压力货外，均为冷冻货。） 

 

二、国内液化气市场简析 

1. 本周国内市场价格变化简析 

本周国内液化气市场跌后小涨，氛围好转。民用市场，周初南方码头低价货

源冲击市场，主营炼厂高价出货不畅，北方民用需求也表现低迷，业者信心不足，

周初市场弱势下行，个别地区触及年底低点；周后期国际市场走势回暖，提振市

场心态，下游逢低采购热情回升，部分地区趁势小涨，氛围回暖。原料气方面，

深加工利润持续良好，同时周内国际原油接连走高提振，本周原料气走势向好，

价格稳中上涨，刚需良好。截至周五，全国液化气指数 3557 点，较上周跌 19 点。 

本周国内液化气日均商品量约为 6.29 万吨，较上周环比上升 0.96%。本周除山

东京博石化降量外，山东寿光鲁清、西部长庆石化均恢复开工，另外，东北吉林

石化烷基化检修，内供资源转为外放，因此本周国内液化气供应量有所增加。 

华南地区：本周华南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下跌 21 元至 3234 元/吨，

区内市场跌后小涨，氛围回暖。周初华南码头货源充裕，且低价对市场存压制，

主营炼厂方面粤西民用外放量增加，炼厂高价出货不畅，周内滞后补跌，广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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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3150 元/吨，再度跌至前期低点。华南价格相对低位，同时国际原油以及国

际 LPG 市场走势回暖，提振市场心态，下游逢低补货积极性回升，周后期主流回

稳，个别码头试探小涨，氛围良好。截至周五，珠三角主流 3150-3250 元/吨，

粤西主流 3150-3200 元/吨，粤东主流 2970-3250 元/吨。下周湛江东兴、福海创

将恢复出货，不过 9 月 CP 出台跌幅不及预期，对持续低迷的华南市场存提振，

当前价格已相对低位，卖方普遍存推涨意愿，预计下周市场存上行。 

华东地区：本周华东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17 元至 3544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跌后上涨，价格较上周基本持平。上周末炼厂库存压力较大，局

部小幅让利。南炼后期正丁自用，丙烷也多用于下水，外放量减少，对区内心态

有一定支撑。上半周虽然需求持续一般，但主营撑市明显，价格维持稳定。本周

四，9 月 CP 出台稳中下调，跌势较前期收窄，进口成本下行空间受限，下游对

后市多存积极心态，需求面回暖，后期局部小涨。进口气方面，本周到船较多，

进口商销售压力较大，但国产气波动不大，进口气也多平稳运行。周五，华东地

区民用气主流参考 3280-3400 元/吨，醚后碳四 3950-4310 元/吨，华东地区进口

丙烷 3400-3450 元/吨，比例气 3350-3400 元/吨。随着 9 月 CP 出台稳中下调，

跌势较前期收窄，进口成本下行空间不足，上下游对后市多存积极心态，卖方存

一定推涨意愿，短线价格或有小涨，但目前利好支撑欠佳，下周或涨后整理为主。 

华中地区: 本周华中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下跌 2 元至 3327 元/吨，区

内液化气市场先跌后涨。周初市场表现不佳，下游观望不前，湖南炼厂库存难以

有效下降，华南走跌压制，华中价格多以 50-70 元/吨幅度下跌。不过临近月底，

原油连续两日走高后，9 月 CP 预期跌幅收窄且最终以丙烷下跌 20 美元/吨丁烷

持平出台，对市场压力减弱，另外市场价格相对合适下游入市热情回升，本周四

华中价格快速回涨。工业气方面，烷基化市场价格坚挺，且原油回涨支撑，原料

气本周稳中走高。截至周五，华中民用气主流 3280-3380 元/吨，安徽深加工单

位 3380-3400 元/吨附近，醚后碳四主流 3750 元/吨，醚前碳四 3850-4000 元/

吨。华中主力单位库存可控，区内价格合适周边对区内冲击不大，CP 跌幅不及

预期，下游采购热情回升，预计短线华中价格仍有一定程度回升。但整体看市场

利好并不强劲，且华中局部供应量仍达，预计华中价格涨后回稳，但暂无下跌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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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本周华北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下跌 65 元至 3370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先抑后扬，氛围逐步好转。民用气方面，周前期因 9 月 CP 预期

跌幅较大，且外围进口气陆续到船供应增加，利空消息占主导，区内成交接连走

跌，随着成交不断下移，下游观望松动，且 CP 跌幅有缩小趋势，厂家库存压力

缓解后试探性推涨，下游买涨入市积极性好转，成交明显活跃；原料气方面，本

周油品市场走势坚挺，稳中上推，且目前油气价差较大，原料气出货持续良好态

势，成交稳步上移。截至周五，醚后碳四主流成交价在 4100-4220 元/吨，民用

气河北地区主流成交价在 3400-3550 元/吨，河南地区主流成交价在 3550-3650

元/吨。原料气方面，油品市场出货无忧，对原料气维持良好的采购心态，且目

前原料气厂家无库存压力，预计下周市场仍有推涨空间；民用气方面，9 月 CP 出

台跌幅收窄利空逐步弱化，金九行情对市场仍存利好支撑，预计下周市场仍有一

定程度的推高。 

山东地区: 本周山东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3 元至 4200 元/吨，区

内液化气呈先稳后涨之势，市场氛围良好。具体来看，民用气市场，本周周初中

石化单位走跌，带动区内厂家下行，购销氛围一般，下游多按需采购为主，中后

期跌至低位提振市场热情，部分低价资源小幅反弹，厂家库存压力明显缓解。原

料气市场来看，本周前期原料气稳定为主，市场出货平稳厂家多无库存压力，周

后期国际原油接连上涨，利好业者心态，炼厂推涨积极，交投氛围大好。截至周

五，区内民用气主流价格在 3350-3500 元/吨，醚后碳四主流在 4400-4500 元/

吨。民用气市场出货良好，厂家均无库存压力，CP 出台走跌，但人民币贬值，

整体利好市场心态，预计下周民用气或有走高预期。原料气市场来看，深加工补

货热情不减，炼厂仍有上推意愿，但烷基化利润转弱，限制原料气涨幅，预计下

周原料气或小幅上涨。 

东北地区: 本周东北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下跌 62 元至 3457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周前期走势平稳，后期窄幅震荡，交投表现不一。民用气方面，

黑吉地区量少无压，虽吉林石化外放增量，不过下游采购积极炼厂走量顺畅，周

尾小幅推涨；辽宁前期压力可控坚挺守稳，然价格持续偏高位出货，下游零星补

货为主，周尾局部单位承压小幅走跌；原料气方面，当地深加工开工平稳需求尚

可，且国际原油接连走高提振心态，炼厂出货无压，本周成交适度推涨。截至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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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黑吉地区民用气成交价在 3650-3800 元/吨，辽宁地区民用气成交价在

3500-3710 元/吨。民用气方面，短线来看，临近月底炼厂排库出货为先，市场

主稳操作，而下游库存消耗亟待补货，提振卖方心态，周后期市场或存推涨；原

料气方面，当地需求维持良好，且资源外流套利尚可，炼厂走量顺畅无压，预计

下周原料存走高。 

西部地区: 本周西部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64 元至 2849 元/吨。

长庆石化于本月 25 日正式销售液化气，且产量在 600 吨/日以上，对周边市场影

响较大。陕西地区价格中前期一走跌为主，不过市场需求持续好转，低价资源销

售良好，后期压力缓解之后，陕西价格有所反弹。宁夏市场价格偏高，长庆石化

开工之后当地供应量也有回升，下游抵触情绪明显，周内走跌为主刺激销售。成

渝市场震荡走稳，陕甘宁地区价格偏高，且新疆资源价格上涨均对当地形成支撑，

不过区内资源量仍较多且二级库价格偏低，市场涨势受限。周五，陕西主流成交

价格在 3300-3425 元/吨，成渝主流成交价格在 3550-3650 元/吨。下周，长庆石

化装置或将全部恢复运行，液化气产量或有下滑，且需求面表现良好，对市场存

提振，预计后期市场存上涨空间，高位或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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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供求简析 

进口方面：本周，中国进口气码头到货共计 35.015 万吨，环比上周下跌

22.70%，其中华南码头到货 15.715 万吨，华东码头到货 19.3 万吨。进口成本在

3116-3210 元/吨左右，主流成交价格在 3150-3250 元/吨左右。本周国内部分进

口商库存高位，消化库存为主，到货量下降。 

炼厂供应：本周，国内液化气平均产量环比上周增加 0.72%。本周全国装置

调整有限，山东金诚石化装置逐步恢复中，目前销售醚前碳四为主；华龙资源恢

复外放。西北长庆石化检修结束，下游暂未开工，前期外放丙烯原料气为主。其

他地区产出稳定，供应多在高位，故整体资源量水平较高。新疆神华 MTO 装置检

修，产量下降但商品量影响不大。下周来看，国内新增检修计划较少，现有装置

检修恢复预期有限，榆林炼厂 9 月上旬结束检修，具体恢复日期待定。延能化

MTO 装置也预计在 9 月初检修结束。其他市场方面装置调整不多，产量或小幅波

动为主。 

需求方面：南方地区，卖方来看，区内主力炼厂出货情况尚可，仅个别单位

库存缓慢上涨，卖方仍是观望周边主营动态为先；买方来看，终端需求表现仍略

显平淡，但卖方的上涨预期刺激买方心态，目前接货量尚算乐观。北方地区，周

前期原油维持下行走势，加之需求端阶段性转弱，卖方库压难撑被迫让利，价格

明显下滑；后期原油跌后上涨且涨幅较大，对业者心态提振作用明显，同时卖方

前期库存消耗尚可，趁势推涨售价；但由于临近月底下游观望新 CP 动向，市场

连涨动力不足，卖方暂稳观望，市场需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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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口利润估算 

 
本周，中国进口气码头到货共计 35.015 万吨，环比上周下跌 22.70%，其中

华南码头到货 15.715 万吨，华东码头到货 19.3 万吨。进口成本在 3116-3210元

/吨左右，主流成交价格在 3150-3250 元/吨左右。 

 

三、后市分析 

下周来看，油市行情不容乐观，下行压力较大，美原油难以有效站稳55美元

/桶关口。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将于9月1日实行，贸易摩擦升级将显著拖累油价表

现，当然，同样需要规避贸易摩擦一旦推后带来的短时上涨行情。虽然美国原油

库存大降超千万桶，但主要原因是进口大幅降低及出口稳步增加而非需求的向

好，更为关键的美国原油产量继续增加是最大的长久利空。因此，偏空氛围很难

令油价继续回暖而是疲软走势。印度以及中国到货市场需求坚挺，支撑中东装船

货价格。但是，由于远东市场上可见美国装船丙烷以及丁烷，因此日本买家无意

采购中东现货，或对市场存牵制，预计下周国际LPG市场盘整为主。 

供应方面，华南中石化湛江东兴检修停出，预计9月2日恢复出货，其他装置

供应正常。炼厂方面及进口贸易单位供应充裕，终端消耗需求较为稳定，短期难

有大幅提升。华中地区泰合森开工后区内供应上涨，下周区内无新增检修与开工

计划，供应量将恢复至高位。华北市场供应量保持平稳，本周区内装置运行情况

暂无波动，液化气产量较稳定。下周来看，暂无新增装置开停工预期，华北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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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供应水平波动有限。东北区内装置开停工正常，供应量暂无变化；下周暂无明

确开停工计划，预计区内资源供应量或稳定。 

需求方面，原料气方面，下游烷基化油市场下周行情或将先稳后涨，由于目

前烷基化油库存均在低位，后期行情向好或刺激烷基化油对上游原料需求出现增

加，下周醚后碳四需求面或将发力；民用气方面，由于原油与CP均难提供实质利

好，下游或有观望，下周将按需购入为主，产销大概率处于平衡状态。 

下周来看，民用气方面，下周部分主营单位检修结束，国内供应量预期增加，

但9月CP出台跌幅小于预期，且金九市场需求面预期回升，市场心态向好，预计

下周民用市场存上行；原料气方面，深加工企业利润空间尚可，对原料气市场存

支撑，预计下周原料气市场仍存一定涨势；但油品市场续涨动力不足，或限制后

期涨势。华南、华东地区本周基本延续上周价格，市场买兴一般。9月CP出台稳

中下调跌势收敛，卖方心态坚挺，短线有小涨可能，下游适度采购。山东民用气

市场价格先跌后涨，氛围好转。厂家库存低库心态乐观，短线民用气或走势坚挺，

业者可择低适量补货。华北民用气本周先跌后涨，氛围逐步好转，鉴于9月CP跌

幅较预期收窄，且目前市场需求良好，预计下周仍有上涨空间，下游逢低适度补

仓。东北市场供应增量有限，且天气转凉下游采购周期缩短，炼厂出货无压，后

市市场存小推空间，三级站适度购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