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以来美原油指数走势

利空叠加 油价低迷格局难逆转（主）

投机客短线做多抢反弹

本报记者 张利静

石油交易员对未来几年的油价比年初时更为悲观。 尽管投资者和交易员对原油市场感到忧虑，但相关数据显示，在油价加速下跌过程中，一周前押注原油价格上涨的对冲基金和投资者七周以来首次增加。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7月30日至8月11日期间，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价格累计下跌11.54%，触及近四个半月低位；布伦特原油累计下跌6.87%，为近六个月低位。 截至周二（8月11日），NYMEX原油盘中触及42.69美元，年内跌幅约28%，布伦特原油年内跌幅为15%。

利空叠加油价羸弱

原油价格持续羸弱，既有远虑又有近忧。

宏观方面，市场的诸多担忧逐渐被印证为事实：美国汽油高峰期将结束；OPEC产油创纪录；中国经济增长低迷；美联储升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

就这两天行情来看，周一原油大涨未能掩盖市场的脆弱心态，周二市场再度被击垮的原因，一方面是近期公布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不乐观，引发市场对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大国需求的疑虑；另一根“稻草”则是同日公布的OPEC月报显示，尽管油价低迷，但非OPEC成员国可能保持高产量。

“年底前40美元/桶怕是打不住。 ”部分分析师担忧地表示。

近期，研究员们对全球原油市场的供需平衡重新进行了评估。 国投中谷期货原油分析师高明宇分析认为，根据7月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美国能源部（DOE）、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三大权威机构的原油市场月报统计，2015年全球原油市场供需盈余度达155万桶 /天，较2014年的95万桶/天显著宽松；2015上半年原油市场平均供需盈余226万桶/天，下半年将改善至88.5万桶 /天。 值得注意的是，下半年传统旺季供需紧缺的情况或难在2015年出现。

华泰长城期货原油分析师陈静怡表示，从近期的影响因素来看，美国现货端过剩严重。 周一大涨主要受到美元回落的带动，但WTI近月贴水的幅度也在扩大，说明市场对近期油价的谨慎态度。

尽管期价跌跌不休，而现货市场并未“一落千丈” 。 业内人士透露，2020年12月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相比今年年初的时候下降了约8美元/桶，现货价格倒是涨了4美元/桶。

值得注意的是，7月31日当周，美国原油市场出现利好重叠现象：净进口量下降3.53万桶/天至693.2万桶/天；全美原油库存下降440.7万桶，显著高于美国石油协会（API）库存降幅240万桶和此前市场预期的去库存163万桶；美国NYMEX原油交割地库欣库存也下降54.2万桶。

但原油市场并未对此利多数据作出反应，当周国际油价照跌不误。 石油交易员对未来油价的悲观已经很明显。

“当前全美原油库存水平仍较过去5年同期高点高23.09%，库欣库存也较过去5年同期高点高29.04%，美国原油基本面依然宽松。 总体来看，7月31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消费比下降0.4天至27天，总体油品的库存消费比下降0.78天至62.63天，但仍分别较过去5年同期高点高3.3天、4.33天，总体供需持续宽裕，油价下跌趋势尚未终结。 ”高明宇表示。

美尔雅期货化工品分析师徐婧表示，原油价格在前期希腊债务危机与伊朗核谈判两大风险释放后仍难止跌势，叠加目前油品的需求淡季，原油在今年四季度之前难以走出泥潭。

摩根大通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下调了对原油价格的预期。 该行预计，今年下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为50美元 /桶，NYMEX原油价格为44美元/桶。 预计2016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为52.5美元 /桶，NYMEX原油价格为46.5美元/桶。

化工产品受到压制

原油成本坍塌，首先波及国内化工品市场。 受周二原油大跌影响，昨日国内化工品期货PTA、甲醇、橡胶、塑料、PP、PVC等品种大幅“低开” ，其中，PTA、橡胶低开幅度较大。

截至国内期市收盘，受周三原油期货日内反弹走势提振，上述六大原油化工品种日线均低开高走。 其中，甲醇、塑料、PP走势偏强，三品种主力合约日内分别上涨0.43%、1.26%、0.3%，分别报收2095元/吨、8870元/吨、7898元/吨。 橡胶期货主力1601合约微涨0.04%，报收12310元 /吨。 PVC期货主力1601合约以平盘报收。 PTA期货表现最弱，主力1601合约日内大幅低开，收盘4716元/吨，下跌0.21%。

截至记者发稿，NYMEX原油9月合约反弹1.11%，报43.56美元 /桶。 分析师表示，技术性反弹及EIA下调美国原油产量预期的消息是油价上涨的主要动力。 徐婧分析认为，中长期来看，作为产业链下游，化工品市场一直习惯于看原油“脸色” ，在成本坍塌中受到很强的压制。

徐婧认为，化工品中PTA和橡胶产业链较为独立，同属于原油的直接下游，成本的降低对于价格的拉低作用相当明显。 另外，石脑油、纯苯、乙烯及丙烯的外盘价格大幅下降，以这些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塑料、PP、甲醇等化工品也会再度承压。

就未来影响而言，徐婧分析称，目前原油来到近六年的价格低位，对下游化工品的拖累作用已经差不多反应在价格上，后期化工品各自的基本面格局将成为价格走势的主导因素，各化工品根据自身产业链与基本面的差异，其走势将会出现一定的分化。 “值得一提的是，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也使煤化工项目的成本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国内的煤制烯烃、煤制甲醇等项目的经济效益也会相对打折扣，从而可能收缩相关品种的供给。 ”

多头“回补”暗藏玄机

尽管投资者和交易员对原油市场忧虑重重，油价走低的预期逐步发酵，但相关数据显示，一周前油价加速下跌过程中，押注原油价格上涨的对冲基金和投资者七周以来首次增加。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4日的一周，美国原油期货净多头头寸自6月中旬以来首次增加。 此前一周，对冲基金等机构持有的净多头降至2010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多头“回补”升温并未能挽回原油的下跌进程。 数据显示，截至8月7日的一周，原油市场跌势加速，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NYMEX原油9月合约累计下跌6.6%，布伦特原油则累计下跌6.36%。 抄底者究竟是在接“落下的刀子” ，还是对市场阶段性反弹的先见之明，还有待市场去验证。

上周资金方面继续回暖。 上周五CFTC公布的期货持仓数据显示，截至上周二，非商业多头持仓增加2709手，是连续第二周增加，空头略减965手，总体非商业净多持仓增加3674手，是7月持续下降以来的首次回升。 此外，美国最大的原油ETF-USO连续第五周录得资金净流入，是今年3月份以来首现资金持续流入。 “综合来看，油价将震荡偏弱，继续等待更加明确的反弹信号。 ”陈静怡表示。

纽约对冲基金Again� Capital合伙人John� Kilduff表示，石油价格还会继续下跌，抄底者显然没有从过去的教训吸取经验。 他表示，上周五纽约原油触及4个多月的低点43.80美元，相比今年的最低水平仅高2美元，布伦特跌至6周多来最低的48.45美元，相比今年低点高大约3美元。

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油价长期低位运行，将带来石油行业新一轮的削减投资和裁员。 据英国能源资讯公司Wood� Mackenzie估计，大型公司已经取消或推迟了总计2000亿美元的新项目。 分析人士称，推迟的46个大型油气项目蕴藏着2000亿桶石油的储量，这意味着几年后全球产量可能远远低于预期。 一旦多数企业开始减产，未来供应不足是必然的。

另外，供应端方面，对世界石油市场稳定至关重要的沙特闲置产能也在发生变化。 沙特是唯一一个能在几周内迅速提高潜在石油产量的国家。 它实行倾销政策正在对原油市场施压，其闲置产能正在逐渐耗尽。 此外，页岩油上线之路也并不平坦。 部分分析师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原油市场未来出现供不应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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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油价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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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走低对产业影响不一

□本报记者 王姣

原油价格跌回40美元一线，将在A股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首

先“受伤” 的是上游生产原油的企业，今年上半年中海油服等公司

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即是明证。而受益于成本价格的下跌，对下游

有一定议价能力的企业无疑将迎来利好， 航空公司就被视为油价

下跌的最大赢家。

油气开采受伤

进入2015年后，国际油价未有明显起色，上半年美原油期货

主力合约一直在50美元/桶上下变动，最低曾触及42.03美元，最高

上摸至62.58美元/桶，近期又重新跌至42美元/桶左右，给持续在

底部徘徊的石油石化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石油预告称，2014年下半年以来， 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

跌，2015年一季度原油价格低位震荡。 若2015年二季度价格水平

延续低位运行，公司原油价格预期同比降幅较大，预计2015年半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将发生大幅下降。今年一季度，公

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5亿元，同比下降82%，创下

中石油上市以来最差的首季业绩。

再以中海油为例，尽管公司尚披露二季度财报或业绩预告，但

已有多家媒体报道， 今年上半年， 中海油实现营业收入2106.9亿

元，同比下降31.9%，净利润217.6亿元，同比下降49.8%。

油田服务供应商中海油服今年上半年同样较为“悲情” 。公司

近日公告称，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油田服务行业持续低迷，市场

情况进一步恶化，公司大型装备使用率和服务价格进一步下降，相

关资产（和商誉）出现减值迹象。受服务价格下降和工作量下降以

及资产（和商誉）减值的影响，预计公司2015年上半年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80%左右。

对于下游化工企业而言，分析人士认为，原油价格下降整体利

好化工行业， 特别是成本不透明同时对下游有一定议价能力的企

业。不过，油价下跌对部分产品价格或者毛利与原油价格相关的化

工业也不利。 如上海石化今年上半年受益于原油加工成本大幅度

下降，化工产品毛利上升，预计将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预计为人民币16.8亿元到17.8亿元之间。 广汇能源甲

醇、煤化工副产品、LNG等主要产品市场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下降，

今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的12.29亿元

相比，将减少约66%左右。

交通运输受益

硬币的另一面是，油价持续下跌，对下游油品消费者，特别是

交通运输（航空、航运等）行业却是极大的利好。

“美油跌至40美元区间， 中国进口原油比上年同期年化节约

超过万亿元，比一个月前价格节约近2000亿元，运输业明显受益；

航空燃油费已降至零，平均油价从70跌至50美元，三大航空公司

每家可再节省燃油成本约43-54亿元， 航空成本黄金期有望得到

进一步维系。 ” 中信证券在近期的研报中指出，恰逢航空旺季，数

据显示航空需求尤其国际线强劲， 航空和油运今年业绩确定性进

一步强化。

在油价持续下行的背景下， 三大航空公司上半年业绩都非常

亮眼。 数据同时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航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38亿元到40亿元，同比增长701%到743%；东方

航空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亿元到37亿元，同比

增长24900%到26329%；南方航空预计扭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亿元到36亿元。

长江证券认为，今年航空业盈利大幅改善，航空公司二季度预

计盈利大幅增长。旺季相对于淡季在景气年份的业绩弹性更大，业

绩增长将成为进一步刺激股价的催化剂。

再以航运行业的中远航运为例，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180.78万元，同比增长3325.59%，主要

因素之一即报告期公司持续加大营销力度，改善船队结构，同时得

益于燃油价格下降，使船队效益有所改善。

机构备战原油期货上市

□本报记者 王超

“上市原油期货的紧迫感和必要性并没有因为油

价下跌而受影响。 ”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林伯强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万众期待的

原油期货将会按时上市。 当前，各期货公司也在全方位

备战原油期货上市。

各方积极备战

继2015年3月18日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以下简

称能源中心) 发布第一批4个业务规则征求意见稿后，6

月29日，能源中心公布《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期货交

易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征求意见稿)》等3个业务规则向

市场公开征求意见。 由此，一套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

的期货市场业务规则体系渐趋成形，原油期货上市的筹

备工作更进一步。

据介绍，第二批业务规则首次在我国商品期货领域

引入交易者适当性制度， 建立与产品风险特征相匹配的

交易者适当性管理制度，这是我国期货市场的一大创新。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指定存管银行管理细则 （征求

意见稿）》 明确了从事期货保证金存管业务的指定存管

银行资格，具体规定指定存管银行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

对指定存管银行的技术条件及应急处理措施提出明确要

求。该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能源中心违规查处机制，详细

规定了违规处理的内容和方式，探索试行自律和解机制，

创新设计了“不受市场欢迎的人”违规处理措施，保障期

货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期货市场正常运行。

业内人士表示， 能源中心业务规则是一套系统化、

完整的规则体系，涉及业务环节的方方面面，能源中心

将按照统一部署， 分批次地对外发布具体业务规则内

容。 目前，已经发布了两批次7个业务规则向市场公开

征求意见。 下一阶段，随着原油期货相关配套政策的落

地，能源中心还将就交易、结算、交割、风控等四项业务

规则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

与此同时，各期货公司前后台、软硬件升级齐头并

进，也在全方位备战原油期货。据记者了解，不少期货公

司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一场接一场的推介会，如华泰期货

近日在北京举办了原油期货业务培训推广会。还有期货

公司积极引入境外投资者和国际化人才。因为原油期货

的国际化设计规则比其他期货品种要复杂一些，有期货

公司的整个后台系统包括IT技术、客服、结算、风控、合

规等几大部门都选拔了跟原油期货相对应的业务人员，

如格林大华期货等。

参与原油定价

“石油供应安全方面，中国越来越看重的问题是能

否成为定价者，并参与到全球整个的供应链中来。 ” 有

境外石油人士评论说。

随着低油价降低了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成本，中国

今年将挑战美国做为全球最大原油购买国的地位。今年

1-7月中国进口的原油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近11%。 还

有业内人士估计，以每桶约50美元计，中国每月进口约

2亿桶原油的成本， 已从去年夏天每桶油价要115美元

时的230亿美元，降至100亿美元。

不过，林伯强认为，原油期货上市速度与国际油价

高低关系不大。 也就是说，上市原油期货的紧迫感并没

有随着油价下跌而减缓。

相关专家表示，开展原油期货交易为我国的石油相

关企业提供了理想的套期保值工具。一方面国内市场的

交易成本远低于欧美交易市场，更重要的是，国内市场

的价格波动更直接地受国内供需影响，价格波动与企业

直接面对的市场状况相关性更高，因而有利于企业以最

小的成本实现更高的套保率，避免欧美市场投机性价格

波动带来的额外风险。

林伯强说，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的功能，市场上

存在众多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投机者，他们以各自成本

加预期利润作为定价基础，通过交易互相影响，各方交

易者对原油未来价格的行情进行分析和预测，通过有组

织的公开竞价，形成预期的原油基准价格。 这种微观主

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基准价格还会因市场供求状况变化

而迅速变化，具有动态价格特征。 原油期货交易市场可

以反映市场微观主体的预期、需求和生产成本等，具有

价格导向功能。 因此，上市原油期货可以形成国内石油

供需的晴雨表，作为国内成品油定价的根据，推动国内

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改革。

他介绍，在原油期货市场上，一个重要的基本运作方

式即套期保值，基本做法是企业买进或卖出与现货市场交

易数量相当，但交易方向相反的石油商品期货合约，以期

在未来某一时点通过对冲或平仓补偿的方式，抵消现货市

场价格变动所带来的实际价格风险。原油需求企业通过套

期保值实现风险采购， 能够使生产经营成本保持相对稳

定，从而增强企业抵御市场价格风险的能力；原油供给企

业则可以通过保值实现风险出售，使其预期利润保持相对

稳定，提高其投资和生产的稳定性。 我国上市原油期货将

对国内石油相关企业实现稳定生产和经营具有积极作用。

多头“回补” 暗藏玄机

尽管投资者和交易员对原油市场忧虑重重，油

价走低的预期逐步发酵，但相关数据显示，一周前

油价加速下跌过程中，押注原油价格上涨的对冲基

金和投资者七周以来首次增加。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显

示，截至8月4日的一周，美国原油期货净多头头寸

自6月中旬以来首次增加。此前一周，对冲基金等机

构持有的净多头降至2010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多头 “回补” 升温并未能挽回原油的下跌进

程。 数据显示，截至8月7日的一周，原油市场跌势

加速，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NYMEX原油9月合

约累计下跌6.6%， 布伦特原油则累计下跌6.36%。

抄底者究竟是在接“落下的刀子” ，还是对市场阶

段性反弹的先见之明，还有待市场去验证。

上周资金方面继续回暖。 上周五CFTC公布的

期货持仓数据显示，截至上周二，非商业多头持仓

增加2709手，是连续第二周增加，空头略减965手，

总体非商业净多持仓增加3674手，是7月持续下降

以来的首次回升 。 此外 ， 美国最大的原油

ETF-USO连续第五周录得资金净流入， 是今年3

月份以来首现资金持续流入。 “综合来看，油价将

震荡偏弱，继续等待更加明确的反弹信号。 ” 陈静

怡表示。

纽约对冲基金Again� Capital合伙人 John�

Kilduff表示，石油价格还会继续下跌，抄底者显然

没有从过去的教训吸取经验。 他表示，上周五纽约

原油触及4个多月的低点43.80美元，相比今年的最

低水平仅高2美元， 布伦特跌至6周多来最低的

48.45美元，相比今年低点高大约3美元。

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油价长期低位运

行，将带来石油行业新一轮的削减投资和裁员。 据

英国能源资讯公司Wood� Mackenzie估计， 大型

公司已经取消或推迟了总计2000亿美元的新项

目。 分析人士称，推迟的46个大型油气项目蕴藏着

2000亿桶石油的储量， 这意味着几年后全球产量

可能远远低于预期。 一旦多数企业开始减产，未来

供应不足是必然的。

另外，供应端方面，对世界石油市场稳定至关

重要的沙特闲置产能也在发生变化。沙特是唯一一

个能在几周内迅速提高潜在石油产量的国家。它实

行倾销政策正在对原油市场施压，其闲置产能正在

逐渐耗尽。此外，页岩油上线之路也并不平坦。部分

分析师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原油市场未来出现

供不应求局面。

利空叠加 油价低迷格局难逆转

投机客短线做多抢反弹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石油交易员对未来几年油价走势的看法比年初时更为悲观。 尽管投资者和交易员对原油市场感到忧虑，

但相关数据显示，在油价加速下跌过程中，一周前押注原油价格上涨的对冲基金和投资者七周以来首次增加。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7月30日至8月11日期间， 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 (NYMEX) 原油价格累计下跌

11.54%，触及近四个半月低位；布伦特原油累计下跌6.87%，

为近六个月低位。 截至周二（8月11日），NYMEX原油盘

中触及42.69美元，年内跌幅约28%，布伦特原油年内跌

幅为15%。

利空叠加油价羸弱

原油价格持续羸弱，既有远虑又有近忧。

宏观方面，市场的诸多担忧逐渐被印证为事

实：美国汽油高峰期将结束；OPEC产油创纪录；

中国经济增长低迷；美联储升息预期升温；美元

走强。

就这两天行情来看， 周一原油大涨未能掩盖

市场的脆弱心态，周二市场再度被击垮的原因，一

方面是近期公布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不乐

观， 引发市场对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大国需求的

疑虑；另一根“稻草” 则是同日公布的OPEC月报

显示，尽管油价低迷，但非OPEC成员国可能保持

高产量。

“年底前40美元/桶怕是打不住。 ” 部分分析

师担忧地表示。

近期， 研究员们对全球原油市场的供需平衡

重新进行了评估。 国投中谷期货原油分析师高明

宇分析认为，根据7月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美

国能源部（DOE）、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三大

权威机构的原油市场月报统计，2015年全球原油

市场供需盈余度达155万桶/天， 较2014年的95万

桶/天显著宽松；2015上半年原油市场平均供需盈

余226万桶/天，下半年将改善至88.5万桶/天。 值得

注意的是， 下半年传统旺季供需紧缺的情况或难

在2015年出现。

华泰长城期货原油分析师陈静怡表示， 从近

期的影响因素来看，美国现货端过剩严重。 周一大

涨主要受到美元回落的带动， 但WTI近月贴水的

幅度也在扩大，说明市场对近期油价的谨慎态度。

尽管期价跌跌不休，而现货市场并未“一落千

丈” 。 业内人士透露，2020年12月交割的原油期货

价格相比今年年初的时候下降了约8美元/桶，现货

价格倒是涨了4美元/桶。

值得注意的是，7月31日当周， 美国原油市场

出现利好重叠现象： 净进口量下降3.53万桶/天至

693.2万桶/天；全美原油库存下降440.7万桶，显著

高于美国石油协会（API）库存降幅240万桶和此

前市场预期的去库存163万桶；美国NYMEX原油

交割地库欣库存也下降54.2万桶。

但原油市场并未对此利多数据作出反应，当周

国际油价照跌不误。 石油交易员对未来油价的悲

观已经很明显。

“当前全美原油库存水平仍较过去5年同期高

点高23.09%， 库欣库存也较过去5年同期高点高

29.04%，美国原油基本面依然宽松。总体来看，7月

31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消费比下降0.4天至27天，

总体油品的库存消费比下降0.78天至62.63天，但

仍分别较过去5年同期高点高3.3天、4.33天， 总体

供需持续宽裕，油价下跌趋势尚未终结。 ” 高明宇

表示。

美尔雅期货化工品分析师徐婧表示，原油价格

在前期希腊债务危机与伊朗核谈判两大风险释放

后仍难止跌势，叠加目前油品的需求淡季，原油在

今年四季度之前难以走出泥潭。

摩根大通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下调了对原油

价格的预期。 该行预计，今年下半年布伦特原油价

格为50美元/桶，NYMEX原油价格为44美元/桶。

预计 2016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为 52.5美元 /桶 ，

NYMEX原油价格为46.5美元/桶。

化工产品受到压制

原油成本坍塌，首先波及国内化工品市场。 受

周二原油大跌影响，昨日国内化工品期货PTA、甲

醇、橡胶、塑料、PP、PVC等品种大幅“低开” ，其

中，PTA、橡胶低开幅度较大。

截至国内期市收盘， 受周三原油期货日内反弹

走势提振，上述六大原油化工品种日线均低开高走。

其中，甲醇、塑料、PP走势偏强，三品种主力合约日内

分别上涨0.43%、1.26%、0.3%， 分别报收2095元/吨、

8870元/吨、7898元/吨。橡胶期货主力1601合约微涨

0.04%，报收12310元/吨。 PVC期货主力1601合约以

平盘报收。PTA期货表现最弱，主力1601合约日内大

幅低开，收盘4716元/吨，下跌0.21%。

截至记者发稿，NYMEX原油9月合约反弹

1.11%，报43.56美元/桶。 分析师表示，技术性反弹

及EIA下调美国原油产量预期的消息是油价上涨

的主要动力。徐婧分析认为，中长期来看，作为产业

链下游，化工品市场一直习惯于看原油“脸色” ，在

成本坍塌中受到很强的压制。

徐婧认为， 化工品中PTA和橡胶产业链较为

独立，同属于原油的直接下游，成本的降低对于价

格的拉低作用相当明显。 另外，石脑油、纯苯、乙烯

及丙烯的外盘价格大幅下降，以这些产品为主要原

料的塑料、PP、甲醇等化工品也会再度承压。

就未来影响而言，徐婧分析称，目前原油来到

近六年的价格低位，对下游化工品的拖累作用已经

差不多反映在价格上，后期化工品各自的基本面格

局将成为价格走势的主导因素，各化工品根据自身

产业链与基本面的差异，其走势将会出现一定的分

化。“值得一提的是，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也使煤化

工项目的成本竞争优势逐渐消失， 国内的煤制烯

烃、 煤制甲醇等项目的经济效益也会相对打折扣，

从而可能收缩相关品种的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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