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液化化气气市市场场1100月月份份分分析析报报告告 

努力做行业最优秀的资讯服务 

●国际原油市场 

●国际液化气市场 

 

国内市场综述 

●市场供求及进口分析 

●各地区市场分述 

●市场分析预测 

 

市场要闻 

●道达尔在南非发现新凝析油气资源 

●扩内需为经济循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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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 

【国际原油市场】 

10 月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整体呈现区间震荡走势，美布两油均价较上月涨跌

不一。由于疫情蔓延导致的需求复苏前景不佳，以及利比亚原油产量或将增长的预

期成为油价本月原油面临的主要利空压力原因。随着欧美地区疫情蔓延加速以及病

毒疫苗的研制陷入僵局，近期欧洲一些国家将恢复宵禁和封锁措施，市场对于疫情

将影响原油需求前景的担忧再度加重。此外，在联合国调停下，利比亚内战双方签

署停火协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NOC）快速提高原油产量的计划将要实施，其预

计 4周内该国会将原油产量提高至 100 万桶/日。加之此前利比亚已经逐步解除各个

港口的出口不可抗力，利比亚原油供应增加的预期也导致油价承压。另一方面，月

内也有消息为油价带来提振，美国原油库存下降、飓风影响墨西哥湾原油生产活动

以及挪威石油工人罢工等利好消息支撑原油价格，因此油价在 10月整体保持区间震

荡运行。10月上旬，油价震荡上行，再此期间多个利好消息为油价带来提振，其一，

挪威石油工人罢工并导致原油产量下降的可能性令油价得到支撑；其二，欧佩克严

格执行减产计划也令油价得到提振；其三，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再次受到飓风的影响，

部分原油生产活动被迫停产。但与此同时，进入秋冬季节后，新冠疫情再度出现蔓

延趋势，欧洲和美国等地的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大幅增加，市场对需求复苏前景的担

忧限制了油价的上涨空间。月中旬，油价呈现高位震荡走势，此期间，原油市场消

息面喜忧参半。一方面，墨西哥湾地区受到飓风的影响，原油生产被迫停产，美国

总统特朗普患病后病情好转，提振了风险投资偏好，也对油价有提振作用。但另一

方面，挪威工人罢工活动结束并正式复工，该国原油生产恢复正常，令油价承压。

此外，欧美地区疫情严重，部分国家和地区试图重新启动封锁措施，这也加重了油

价的下行压力。月下旬，油价震荡下行，一方面，欧洲出台新的封锁措施以遏制冠

状病毒感染病例激增态势，市场担忧全球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激增将促使各国实行新

的经济封锁措施，从而导致能源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利比亚冲突双方于 23日签署

“永久”停火协议，且“立即生效”，此后，除解除 Es Sider 和 Ras Lanuf 港口出

口不可抗力以外，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NOC）还表示，计划在 4周内将原油产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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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至 100 万桶/日，利比亚原油供应增加的预期也导致油价承压大幅下滑。WTI 本月

合约最高价为 41.46 美元/桶，最低价为 35.79 美元/桶，月均价为 39.55 美元/桶，

月均价环比上月 37.88 美元/桶上涨 4.41%，同比下跌 26.77%。布伦特本月原油期货

最高价格为 43.34 美元/桶,最低价格为 37.46 美元/桶,月均价为 41.52 美元/桶，月

均价环比上月 41.87 美元/桶下跌 0.84%，同比下跌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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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液化气市场】 

10 月份国际现货价格震荡上涨。随着北半球临近需求旺季，市场需求出现回升。

在含丁烷货，汽油添加剂用丁烷需求增强，且美国丁烷货源预计难以流入亚洲市场，

丁烷与丙烷价差扩大至 10美元/吨。中下旬，尽管国际原油震荡走跌，但由于美国

墨西哥天气恶劣以及巴拿马运河拥堵，美国货流入亚洲市场预期延迟，以及远东市

场需求坚挺，部分买家有意在 FOB 中东市场回购，提振国际现货价格震荡上涨。11

月沙特 CP出台上调：丙烷上调 55美元/吨至 430 美元/吨；丁烷上调 60美元/吨至

440 美元/吨，因丁烷供需面收紧，丁烷与丙烷价差 10美元/吨。沙特阿美部分合同

户推荐在此水平。另外，因新冠疫情再度蔓延引发经济减退担忧，加之原油走低，

沙特阿美定价低于市场预期水平。丙丁烷 CP 价格均有明显上调，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需求端来看，国际、国内市场正稳步进入传统民用需求旺季，市场参与者买

兴增强，同时国内市场工业需求亦有增量预期，多套下游装置有投产计划，需求支

撑 CP价格的上涨；第二，供应端来看，由于巴拿马河道拥堵，美国到远东货物时间

推迟，供应端进一步收紧，此也为 CP上涨的一大利好支撑；第三，国际原油方面走

势并不乐观，一定程度上利空市场业者心态，CP价格虽有上涨但涨幅不及业者预期

水平。 

11 月 CP 丙丁烷价格均有上调，业者多有看涨情绪，供应端暂无明显增量预期，

民用及工业需求均有增长空间，短线来看，国内液化气市场上行难度不大。但考虑

到国际油价恐仍将承压，且国际市场暂无有效利好指引，受此影响，国内液化气难

以走出单边上涨行情，长线来看，液化气市场将以震荡上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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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本月液化气价格 

单位：美元/吨 

品种名 价格条件 级别 10 月均价 9 月均价 环比（+/-%） 

丙烷 FOB 中东 冷冻货 396.32 330.74 19.83  

丁烷 FOB 中东 冷冻货 436.68 374.53 16.59  

丙烷 CFR 华南 冷冻货 441.91 369.53 19.59  

丁烷 CFR 华南 冷冻货 464.86 394.26 17.91  

混合液化气 FOB 华南 压力货 451.27 402.00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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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综述 

1. 市场供求及进口分析 

2020年10月份国内液化气供应量在221.77万吨，环比上涨2.02%，较去年同比下

降7.62%。从日均供应量来看，10月份国内液化气日均商品供应量在6.1吨，环比下

跌1.29%。10月份来看，西部地区新增厂家上古天然气处理厂外放液化气资源，茂名

石化、中海油惠州外放增量，不过青岛石化全厂检修停出，武汉石化检修降量，另

外中化泉州100万吨/年乙烯装置负荷提升，自产民用气全部内供，使得10月国内液

化气日均供应量略有下滑。2020年11月份来看，武汉石化检修产量清零，九江石化

及长岭炼厂降量，不过齐鲁石化、内蒙神华以及锦西石化装置陆续开工，拉升市场

供应水平，预计11月液化气日均商品量环比将有所上升，总量来看，初步预计11月

国内液化气总供应量在216-219万吨。需求方面，10月CP丙丁烷价格上涨支撑南方液

化气市场业者心态，且国庆假期前区内价格跌至低位，节后下游亦有补货需求，利

好因素被逐步消化。中下旬，由于区内到船数量有限，市场供应收紧，多家单位有

限量停出操作，区内市场价格再度上涨，但考虑到周边市场套利空间不足，以及下

游补货周期影响，市场后期有所回落，但进口气成本高位支撑，卖方下调意愿有限，

多以高位盘整为主。北方液化气市场价格稳中小涨，整体交投氛围尚可。主要原因：

月前期，区内炼厂资源多内供，市场资源流通量较少，价格试探性推涨，收效尚可；

月后期，随着周边市场价格下行，原油震荡下跌，下游用户对高价资源开始抵触，

然炼厂凭借库存压力多可控的优势继续高位撑市，价格波动幅度有限。 

2020年10月，全国地炼MTBE装置平均开工负荷为51.21%，环比下降2.28%，同比

下降3.45%。10月份国内地炼MTBE装置整体开工负荷处于低位震荡走势。目前国内汽

油资源供应充裕打压市场，MTBE需求一般，行情仍表现较为弱势，但原料成本居高

不下，MTBE厂家多面临亏损状态，厂家停工检修意向开始增加。10月份国内MTBE行

情整体处于稳中小跌走势。其中，山东地区独立炼厂对于MTBE的刚需采购相对较为

稳定，不过区内汽油资源供应充裕下行情略显疲软，MTBE厂家对后市缺乏信心下仍

以保证出货节奏为优先，再加上临近月底消息面走势偏空，MTBE行情略显弱势，成

本压力下部分装置开始表现出停工预期。华南市场，受政策面影响，当地调油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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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持续减弱，MTBE需求也表现十分清淡，厂家出货为先下价格整体也处于下行趋势。 

进口方面，10月份国内码头共进口到岸 162.80 万吨，其中华南码头到货 61.6

万吨，华东码头到货 81.4 万吨，华北码头到货 11万吨，东北码头到货 8.8 万吨。9

月份国内码头共进口到岸 167.835 万吨，其中华南码头到货 57.835 万吨，华东码头

到货 92.4 万吨，华北码头到货 13.2 万吨，东北码头到货 4.4 万吨。10月份国际进

口市场与国际现货价格同步上扬。10月中上旬国内整体到船较少，且多个台风频频

影响进口到船，国内多家进口商到船延误，市场供需面收紧；而国际市场，受国际

原油高位以及需求回升提振，价格震荡上扬，国内外利好叠加，国内进口市场价格

一路攀升。中下旬市场进入阶段性盘整，进口成本对市场底线存支撑，且 11 月 CP

上涨，国内进口市场并未出现深跌。 

 

各地区市场分述 

2020年10月，国内液化气市场成交一改阴霾局面，成交底线上移。首先，国际

市场受美国飓风影响运力受阻，导致国际运力不足，现货供应减少，外盘CP与FEI

纸货市场大幅推涨，进口成本大幅走高提振国内市场心态，十一节后下游买涨热情

被带动。大规模补货开启，华南进口市场率先推涨，涨幅超800元/吨。但北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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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需求启动不足，市场供应较多等因素影响，涨幅仅有250元/吨以内，南北市

场分化严重。中旬后进口到船陆续增多，加之下游库存高位持续补货能力不足，市

场理性回调平稳运行。本月，原料气市场受油品市场疲软走势拖累，尽管炼厂走量

平稳，但价格依旧维持底部震荡，并且与民用气价格呈倒挂状态。截至月底，液化

气全国价格指数为3258点，较上月底抬升454点。进口气方面，10月进口到船量在170

万吨左右。因十一长假原因进口码头到船较少，后期又因台风影响船期推迟，导致

码头货源紧张，下旬开始码头集中到港，库存才缓慢提升。叠加进口码头利润前期

亏损严重，借机大幅推涨成交。供应面，10月国内液化气总商品量约在221.77万吨，

环比增加4.47万吨或2.06%。本月青岛石化、武汉石化停工检修，中化泉州裂解装置

开工后加大液化气使用量，导致外放量减少。）需求面，随着天气的逐渐降温与台

风的影响，本月下游需求如期启动，十一节后下游大规模补仓，中旬整体社会库存

拉高至高位水平，下半月补货能力减弱，少量补仓为主。根据终端反馈，节后需求

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华南地区】 

10月份，华南液化气均价为3240元/吨，较上月上涨432元/吨，环比涨幅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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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液化气市场大幅上扬。金九市场不如预期，银十行情突然而至。国庆节前华南

价格已普遍跌至低位，节后下游普遍存补货需求；供应面，节假期间个别主营炼厂

供应量少，且上旬整体进口到船较少，又恰逢多个台风导致多家进口码头到船延迟，

市场供应格局紧张，码头纷纷限量惜售，且国际市场走势震荡上扬，多重利好叠加，

中上旬华南市场直线上涨，涨幅达800-900元/吨。市场攀升过速，下游对高价抵触

情绪加重，再加台风过后进口陆续到船，中旬市场出现一波下跌。但在采购成本高

企，以及11月CP走高提振下，月底行情再度回暖。月底华南国产气价格指数在3570

点，较上月底涨863点。供需方面，本月华南液化气日供量（含工业气产量）总计10690

吨左右。珠海裕珑目前处于检修停出阶段，其他炼厂方面暂无检修计划，国产气方

面供应无忧，终端消耗需求仍有增长空间。11月CP上涨支撑业者心态，但涨幅稍低

于业者心理预期；国际原油方面走势并不乐观，市场恐有观望情绪；上游产销多无

压力，加之进口气成本高企影响，卖方多有伺机推涨意愿。 

11 月展望：11月 CP 出台如期上涨对市场底线存支撑，但月初华南进口气到船

较多，且高价资源分流不畅，预计月初市场或盘整为主。中旬及下旬，随着天气转

冷刺激终端需求量加大，以及码头卸船压力缓解，预计中下旬市场或再度上涨，试

探新高。预计 11 月份华南国产气主流 3550-3750 元/吨，进口主流 3600-3950 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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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 

10月份，华东液化气均价为3310元/吨，较上月上涨243元/吨，环比涨幅7.93%，

区内液化气市场震荡上涨，市场氛围良好。10月 CP 出台上涨，进口成本升至 3100

元/吨以上，且国际市场走势坚挺，支撑业者心态。下游看涨心态浓厚，码头到船减

少，低供高需下，华东液化气价格自国庆长假后期价格持续上涨至中旬，累计涨幅

在 400-600 元/吨。码头陆续到船，金陵亨斯迈降负中金石化及金陵石化外放量增加，

扬子石化自用减少，武汉乙烯停工金陵石化外放增加，市场供应量大幅提升。炼厂

出货压力明显，且下游对高价逐渐滋生抵触情绪，叠加国际原油走势下行利空市场

心态，中旬回吐部分涨幅。不过国际市场走势坚挺，且进口气高价支撑，下旬呈震

荡上涨走势。截至月底，华东液化气指数 3493 点，较上月底上涨 502 点。供需方面，

华东液化气日均商品量为 8555 吨，较上月减少 836 吨/日，环比跌幅为 8.9%。本月

炼厂多正常开工，但市场供应有所变化。其中武汉石化检修后，南炼下水减少，资

源流入当地市场增加；而福建泉州液化气供应自身乙烯装置，当地市场供应明显减

少。11 月 CP 公布，丙丁烷均有上调，受此利好影响，卖方推涨意愿较强。进口成

本上涨则支撑市场心态，此外随着气温降低，民用燃烧需求继续好转，市场推涨压

力不大。 

11 月展望：11月 CP 出台上涨，进口成本升至 3500 元/吨以上，对上下游心态

起到一定支撑。不过 11月金陵亨斯迈检修，虽然部分利空已被市场提前消化，不过

对华东地区牵制仍在。天气逐步转凉，需求面有向好预期，预计 11月或呈震荡为主，

重心小幅上移。11月华东地区民用气价格运行区间预计为 3250-3650 元/吨，原料

气运行区间预期为 2600-3300 元/吨，进口丙烷预期价格 3400-37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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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 

10月份，华中液化气均价为3209元/吨，较上月上涨287元/吨，环比涨幅9.83%，

区内液化气市场本月价格大幅走高。因国庆节前炼厂普遍将库存降至低位，且进入

10月份后国际市场大幅炒涨对国内市场支撑明显，华中主力单位库存无忧，也同步

跟涨，民用气较上月底走高超过 600 元/吨。不过因华中整体供应量虽无明显增加，

但西北增量冲击两湖市场，因此本月华中与华南价差陆续收窄，至月末，广石化与

长岭价差收窄至 50元/吨。工业气本月表现相对一般，上半月涨后，随着下个月原

油价格回落出现回落，较上月底仅有 50元/吨走高。截至 10月底，华中液化气指数

3372 点，较上月底上涨 575 点。供需方面，华中液化气供应量在 6621 吨/日，环比

9 月回落 9.49%。华中液化气供应量逐步回落，金澳科技全面停工，武汉石化也于

10月中旬陆续停工，加之渝楚停工及部分单位降负，本地供应量下滑明显。随着气

温的回落，终端消耗量逐步进入旺季，市场需求预期向好，而渝楚、海德若如期开

启，本地工业需求也有提升预期。 

11 月展望：11月 CP 出台基本符合预期，对市场有一定程度支撑，但原油价格

偏低对市场也有明显压制，原料气与民用气倒挂明显，但武汉石化与金澳科技检修，

11月气温继续下降等因素叠加，预计 11月华中或进入宽幅震荡格局。预计 11月份

华中民用价格 3350-3750 元/吨，工业气价格 2450-27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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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10月份，华北液化气均价为2856元/吨，较上月下跌22元/吨，环比跌幅0.75%，

区内液化气呈现先涨后跌，整体买兴温和。民用气方面，本月月初恰逢十一假期，

运力受限，厂家出货平平多挺价为主，节后归来，下游存阶段性补货需求，且炼厂

库压可控，卖方趁机推涨，然价格攀高过快，下游集中补货后对高价滋生抵触，加

之终端需求消耗缓慢，市场利好支撑不足，炼厂出货不佳，成交接连走跌；原料气

方面，本月调油市场氛围偏弱，区内中炜化工烷基化停工，市场碳四需求有所降低，

且深加工利润倒挂明显，压制原料气价格持续走跌，市场氛围表现一般。截至月底，

华北液化气价格指数在2808点，较上月底涨99点。供需方面，10月华北液化气供应

量约为6317吨/日，市场资源供应量波动不大。本月下旬濮阳中炜、龙润烷基化装置

停工，液化气外放量减少，其余装置运行正常。随着气温逐步下降，液化气传统需

求旺季效应继续提升，利好国内液化气整体需求。同时，11月CP上涨对于业者心态

支撑明显，进口气成本抬升有效带动国内市场。 

11 月展望：民用气方面，11月 CP 上涨对市仍存一定支撑作用，且天气转冷终

端资源消耗较快，下游补货周期缩短，预计上旬市场或有小幅好转，然市场难有实

质性好转，后市或以震荡调整为主；原料气方面，油市走势平平，且深加工利润微

薄牵制市场走势，然炼厂库压可控存支撑，预计下月市场弱势运行。预计 11月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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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醚后碳四主流区间在 2600-3000 元/吨，民用气主流区间在 2900-3300 元/吨。 

    

【东北地区】 

10 月份，东北液化气均价为 2789 元/吨，较上月下跌 38元/吨，环比跌幅 1.34%。

区内液化气市场震荡走高，底线上移。月初逢双节假期，考虑节间物流运输受限，

市场作为有限平稳过渡，节后随着下游阶段性补货开启，炼厂低价走量顺畅，且山

东华北一线走高提振，区内价格接连走高，然而国际原油弱势震荡牵制业内人士心

态，终端观望渐起陆续转为消化库存，临近月底市场交投转淡，市场稳中局部走跌

调整。截至月底，东北液化气指数 2862 点，较上月底大涨 207 点。供需方面，10

月东北地区液化气月供应量在 29.14 万吨。本月沈阳蜡化和锦西石化检修结束，装

置运行正常，资源供应量继续增加。民用气方面，区内存在低价民用气资源，下游

用户对高价资源抵触；虽然 11月 CP 大涨，但难以形成实质性利好支撑，下游用户

持币观望，需求面欠佳。醚后碳四方面，区内烯烃深加工装置开工负荷率相对稳定，

但不排除外来醚后碳四资源内流冲击的可能。 

11 月展望：11月份东北市场锦西石化民用气预计出货，市场供应将有增加，不

过区内天气寒冷下游采购高压丙烷意愿上升，对民用气或有拉升，另外，11 月 CP

大涨出台，进口成本高位给予市场支撑，而考虑国际原油以及外围涨势不足或有牵

制，预计 11月份东北市场震荡走高，幅度有限，预计 11月份东北市场民用气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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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在 2700-3200 元/吨，醚后碳四主流价在 2500-2900 元/吨。 

     

【西北地区】 

10 月份，西北液化气均价为 2782 元/吨，较上月上涨 53元/吨，环比涨幅 1.96%，

区内液化气市场先抑后扬，震荡走高，月内与目标市场多数时期保持合理价差。双

节小长假前后，厂家为保证库存低位均低价销售，月初市场价格以低位运行。银十

月份虽然需求增加，但由于西北地区供应同步上升，市场价格涨势较外围弱。首先，

上古天然气处理厂于月初出货，量大且价格偏低冲击周边市场，其资源辐射至河南、

成都以及两湖地区，并导致陕甘宁地区跌至 8 月份以来低点；其次，洛阳石化以及

长庆石化阶段性增量也增加市场压力，因此即便中下旬市场需求虽有明显好转，但

涨势有限。直至月末，市场相对平衡之后供应压力缓解，同时下游需求加快，阶段

性补货支撑市场价格走高。截至月底，西北地区液化气价格指数在 3023 点，较上月

末大涨 467 点；西南地区液化气价格指数在 3425 点，较上月末涨 453 点。供需方面，

西部液化气平均日商品量在 8919 吨/日，区内民用气商品资源量在 6228 吨/日。区

内供应量增加明显，主要是由于榆林上古开始外放液化气，给区内带来 500-800 吨

的稳定日外放量。后期内蒙神华检修预期 11月初恢复，内蒙地区外放量增加在 600

吨/日，区内供应将维持较高水平。从需求面看，在进入燃气消耗旺季后，下游补货

能力增加需求稳定增长。由于近期原油走势偏弱，业者多有观望心理，但因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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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宽幅上行，对燃气市存有支撑，上游在产销无压的情况下，多有撑市意愿。 

11 月展望：11月 CP 大涨不过符合预期，国际疫情严峻原油价格走跌，且目前

西北地区价格偏高以及下游阶段性补货临尾，短线市场高位存下行预期；下游阶段

性补货仍对市场有提振，不过区内供应充足，且华北地区或需求有所下降或影响西

北资源流通，市场存担忧，供应面变化或将牵制市场涨势。预计 11月份，西北民用

气主流成交价格在 2850-3350 元/吨，西南民用气主流成交价格在 3600-4000 元/吨。 

     

市场分析预测 

进入 2020 年 11 月份，国际原油市场主要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欧美

地区的疫情发展速度，二是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三是 OPEC 会议前夕对于市场的影

响。由于欧洲地区疫情呈现反扑之势，导致市场的紧张情绪加剧，并在很大程度上

抑制了全球的燃油需求，因此对于油价来说其压力也在增加。11月初将迎来美国的

换届总统大选，按往年的情形来看，在此期间原油价格倾向于以观望为主。而到了

11月底，OPEC 半年一次的正式会议即将召开，会议前夕由于市场会对其进行预判，

因此会造成油价的小范围波动。11月份，从技术角度来看，国际油价处于小范围抬

头的阶段，预计 WTI 的主流运行区间为 38-43 美元/桶；Brent 的主流运行区间为

40-45 美元/桶。 

    供需方面，11月份国内液化气产量预计 217.44 万吨，日均 7.25 万吨，环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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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40%。11 月份武汉石化、金澳科技等炼厂仍在检修，但齐鲁石化、内蒙神华、

锦西石化等将恢复生产，因此整体供应量或小增。另外目前工业气价格多低于民用

气，个别地区甚至远低于民用气，后市警惕工业气向民用倾斜，另外进口丁烷到岸

价格高于石脑油，都是未来隐忧。进口方面，预计 11月进口量 180 万吨附近，进口

量略多于 10月份，进口气供应仍将较为充足。需求方面：民用气方面，随着气温进

一步下降，国内需求将进一步好转，但增加的相对缓慢。万华乙烯即将开工，福建

美得 PDH 装置计划于 11月底开工，对进口需求有一定提振。 

11 月沙特 CP 出台上调：丙烷上调 55 美元/吨至 430 美元/吨；丁烷上调 60 美

元/吨至 440 美元/吨。折合到岸成本丙烷 3472 元/吨，丁烷 3620 元/吨。对市场有

所支撑，但因基本符合预期，且原油价格偏低对市场有压制，预计 11月上中旬市场

或将仍以 10 月下旬附近价格震荡为主，另外需要关注工业气对民用气的压制。11

月下旬后观望原油以及纸货市场，有进一步走高可能。工业气方面，原油表现依旧

相对弱势，且国内成品油供应较为充足，11 月份炼厂检修减少，预计 11 月工业气

仍将维持逆价差情况，表现弱于民用气。 

相关要闻 

1、道达尔在南非发现新凝析油气资源 

道达尔在距南非南部海岸 175 公里的 Outeniqua 盆地 11B/12B 区块 Luiperd 气

田发现了大量凝析气。 

在此之前，邻近的 Brulpadda 油田于 2019 年被发现，该发现被证明是该地区一

个重要的新油区。 

Luiperd 井在开发良好的下白垩统优质储层中，钻井深度约为 3400 米，净凝析

油深度为 73米。 

道达尔公司勘探和生产总裁 ArnaudBreuillac 表示:“我们对第二次发现非常满

意，结果令人鼓舞，这证明了该海上气田具有世界级的水平。”“随着这一发现和

地震勘探的成功，道达尔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已经获得了有关帕塔瓦西航道的重要数

据，这将有助于推进天然气开发研究，并与南非当局就天然气商业化的可能条件进

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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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12B 区块面积 1.9 万平方公里，水深 200~1800 米。道达尔拥有 45％的权益，

另外 QP(25％)、CNR 国际(20%)和南非财团 MainStreet(10％)。 

 

2、扩内需为经济循环加油 

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商务部等 13个部委上周出台了《近期扩内需促消费的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 19条涵盖线上消费、服务消费、实物消费、

制造业等消费重点领域的具体措施，推动经济供需循环畅通，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 

近年来，围绕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我国出台了一系列

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着力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

走高，2019 年达到 89%，其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7.8%，连续六年成

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

运行面临巨大挑战，在供给端稳步推进复工复产的同时，需求端受疫情影响持续受

到抑制，呈现出需求恢复慢于供给、消费恢复慢于投资的态势，企业营收和利润指

标恢复受到拖累，畅通经济循环面临诸多挑战。 

为此，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有效促进消费，推动经济供需循环畅通，势在必

行。此次出台的《方案》，着力以扩内需、促消费的务实举措，为需求潜力“松绑”，

为经济循环“加油”，落实“六稳”“六保”任务。 

促消费提高的空间很大，但也不容易。细读《方案》，可以看出此次扩内需的

主要思路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新需求，着力夯实内需特别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基础。结合疫

情期间蓬勃发展的线上消费，培育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释放消费潜力。 

例如重点推动线下服务消费加速“触网”，开辟服务消费新模式。实施促进实

物消费政策，畅通供需更高水平良性循环。更好运用内外要素和资源，加大对制造

业企业支持力度等。下一步，国家发改委还将抓好《方案》落实，打通经济循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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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堵点，充分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关键性作用，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除了国家层面，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对消费带来的冲击，各地也打出了一系列

提振消费的组合拳，促进消费市场加快复苏。如湖南制定了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

措施，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提振和提质文旅消费等方面提出八条扩内需政策；

湖北也出台措施，着力促进汽车、家电等领域消费；山西侧重完善便民服务，对该

省便利店的网点布局、经营范围、智能管理等予以支持。 

在一系列从上到下政策措施的刺激下，消费市场呈现积极变化。三季度我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负转正，市场人气持续回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强，表

明我国消费市场逐步克服疫情、汛情等不利因素影响，呈现持续回升、稳步复苏、

平稳运行态势。 

今年第四季度，消费市场将进入传统旺季，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各项

政策措施持续发力，可以预见，消费市场总体将延续平稳回升态势。 

另一方面，今后可能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抬头，传统的国际经济循环将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

经济发展的韧性，有利于带动国际经济循环，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依靠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打通从生产、分配

到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堵点，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

全稳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优化消费环

境，促进消费升级，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以说，这是主动作为，不

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