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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度观点    

◆  原油： 

G7 财长会议讨论了对俄罗斯石油的二次制裁，目标在于限制俄石油价

格。石油禁运计划在一年内逐步实施。而日本财长否认有讨论过给俄石

油增税的问题。消息有一定的矛盾，但限制俄石油价格较禁运对贸易量

的影响相对更缓和，短期的冲击相对较低。俄经济发展部预测今年俄石

油产量下降 9.3%，成品油出口下降 20%。目前看 5 月俄石油供应降幅

或小于 300 万桶/日的机构预测量，但欧美短缺的格局还未转变。欧盟石

油禁运推进受阻，油价或暂时缺乏继续上涨的动力。预计短期还将保持

震荡，关注库存走向、伊核、欧盟对俄制裁走向。 

投资建议：高位震荡。 

 

◆  沥青： 

年初以来沥青生产利润一直不佳，供应同比维持低位，5 月排产计划继

续减少。消费同比亦在低位， 2 月以来社会库存增长低，反映贸易环节

备货有限。整体上沥青表现出高价格抑制需求的情况，前期的价格支撑

主要来自成本端。4 月 26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中提出“适度

超前基建”，利好消费预期。同时本周炼厂走货明显转好，厂库库存去

化，现货压力边际缓和。考虑到当前沥青社会库存偏低，政策利好或带

动投机需求，有助于炼厂库存去化，沥青裂解价差存在走高的可能，建

议多沥青空原油。 

投资建议：多沥青空原油。 

 

◆  纯碱： 

本周碱厂库存下降 11 万吨，去库速度略有放缓。部分厂家负荷提高，开

工率小幅上升。6 月计划检修增多，总量尚不算很高。下游浮法玻璃继续

累库，沙河降价去库存。光伏玻璃库存小幅上升。整体上供需面变化不

大，随着碱厂库存去化，现货价格支撑增强。然地产需求迟迟未见好转，

限制上涨空间。依旧看好检修季去库，09 合约贴水现货时可以考虑多头

介入。关注地产销售的拐点。 

投资建议：逢低做多 09 合约。 

 

◆  PVC： 

5 月 19 日 PVC 主力 09 合约收盘 8501 元/吨（+38），常州市场价 8680

元/吨（-135），常州主力基差 179 元/吨（-173）。电石价格乌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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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0 元/吨（0），山东市场 4900 元/吨（0）。基本面看，电石价格反

弹后企稳，PVC 电石法利润有所收窄，PVC 估值风险降低。供给端呈现

高位回落，5-6 月迎来春检旺季，本周 PVC 负荷或将略降。需求端，国

内刺激政策持续加码，周末央行出手下调房贷利率下限，加之上海继续

推进复工复产，疫情影响有望持续减弱，PVC 整体市场氛围有望改善。

6 月台塑报价下降，出口窗口半打开，出口新增订单减少。整体来看，

弱现实盘面筑底，后期上游面临春检，需求环比有改善空间，PVC 环比

有改善预期，重点关注需求旺季能否如期兑现。 

操作建议：09 短期关注 8400 支撑，中长线逢低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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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TI 原油期货+2.4%，报 112.21 美元/桶。ICE 布伦特原油期货+2.7%，报 112.04 美元/桶。 

2. 白宫官员在空军一号上表示，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补充战略储备的努力不会违反美国的制裁。稍早，彭

博新闻报道，中国正与俄罗斯进行磋商，将购买更多俄石油用于补充战略库存。 

3.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大幅下降，因中国青睐大打折扣的俄罗斯原油，这导致

亚洲海面上总计载有近 4,000 万桶伊朗原油的油轮在等待寻找买家。航运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 5 月中

旬，约有 20 艘装载着伊朗石油的船只停泊在新加坡附近。贸易和航运消息人士称，一些油轮自 2 月以

来已经抛锚，但自 4 月以来，储存伊朗石油的油轮数量迅速攀升，因为更多俄罗斯石油驶往东方。 

 

  

◆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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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沥青市场均价上涨 3 至 4499 元/吨，涨幅 0.07%。华北地区沥青资源紧俏，加之周边沥青价格高位，

华北地区中石油主力炼厂沥青价格上调 20 元/吨，国内沥青市场均价上涨。华北及山东地区前期合同价格

优惠，炼厂沥青资源多供应前期订单，外销资源稀少，中下游用户拿货较难，利好区内沥青价格维持高位；

南方部分地区阴雨天气，整体需求未有实质性增加，不过多数主力炼厂沥青维持低产或停产，沥青现货市

场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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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国内纯碱市场整体走势震荡运行，企业出货顺畅，个别企业价格上调。隆众资讯数据监测，周内纯

碱整体开工率 86.93%，环比上调 1.5%。周内纯碱产量 57.62 万吨，增加 0.99 万吨。个别企业停车恢复

之后，产量逐步提升，开工及产量增加。本周纯碱厂家库存 76.67 万吨，上周 87.70 万吨，环比减少 11.03

万吨，降幅 12.58%，企业出货正常，订单兑现，库存持续下降，低库存企业产销趋向平衡，库存偏高企

业库存下降明显。据了解，社会库存稳中小降，变化不大。周内，纯碱企业订单稳中有降，部分企业订单

到月底，有些订单延续到下月。供应端，个别企业负荷波动，暂无新增检修计划，预期开工稳中有涨，据

了解有企业下月有检修计划。需求端，下游需求延续稳定态势，情绪波动，下游有观望心态，刚需用户维

持库存，据了解有下游或贸易社库采购。贸易商近期出货尚可，区域提货紧张，有贸易商反馈需求稳定，

下游按需为主，各区域不同，反馈有差异。此外，西格铁路的检修问题，具体影响后续跟进。综上，纯碱

目前看基本面变化不大，预计短期市场延续震荡偏强格局。 

 

  

◆纯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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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货盘面：5 月 19 日 09 夜盘平开，盘中窄幅震荡为主，收上下影线的小阳线，收于 8501 元/吨，跌 43

元/吨，跌幅 0.5%。成交量 57.27 万手，持仓减 19861 手至 40.06 万手。 

产品 市场 05 月 19 日 日涨跌 较上周均价 较上月均价 较去年同月均价 

PVC 期货 大商所主力收盘价 8501 38 -92 -503 -450 

电石法 SG-5 

常州 8630—8730 -45 -109 -400 -605 

杭州 8630—8730 -45 -110 -397 -604 

广州 8650—8730 -55 -149 -427 -624 

雄县 8600—8700 -10 -103 -350 -540 

临沂 8700—8780 -35 -60 -337 -520 

乙烯法 PVC 

常州 S-1000 9000—9000 -25 -135 -467 -530 

广州 DG-1000 8850—8900 -50 -105 -537 -728 

齐鲁化工城 S-1000 8800—8820 0 -123 -484 -581 

天津 DG-1000 8950—8950 0 -20 -381 -527 

电石送到价 

河北地区 4815—4815 0 40 238 -16 

河南地区 4700—4700 0 40 195 -143 

山东地区 4820—4980 0 60 252 -72 

2. 台湾台塑公布 2022 年 6 月份 PVC 船货报价，价格下调 130-150 美元/吨，FOB 台湾报 1170 美元/吨，

CIF 中国报 1210 美元/吨，CIF 印度 1410 美元/吨。 

3. 截至 5 月 13 日华东样本库存 24.17 万吨，较上一期减 3.09%，同比增 48.92%，华南样本库存 4.975 万

吨，较上一期减 7.36%，同比增 9.82%。华东及华南样本仓库总库存 29.145 万吨，较上一期减 3.84%，

同比增加 40.39%。 

资讯来源：卓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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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卖出或买入期货、期权合约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

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

承诺均为无效。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报告内容的局限性，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

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员工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免责声明 

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期货投资咨询资格。长江期货系列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

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本报告所载资料、意

见及推测仅反映在本报告所载明日期的判断，本公司可随时修改，毋需提前通知，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

更新或修改。本公司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代表对期货价格

涨跌或市场走势的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的买卖出价，投资者据此作出的任何

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本公司及作者在自身所知情范围内，与本报告中所评价或推荐的交易机会不

存在法律法规要求披露或采取限制、静默措施的利益冲突。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 引

用或再次分发他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

为“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本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

的权利。 

武汉总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长城汇 T2 27 层 

邮编：430000 

电话：（027）65261325 

网址：http://www.cjfc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