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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工日报 
产业服务总部 

能源化工团队 

 

日度观点    

◆  原油： 

EIA 数据显示过去两周美国原油库存降幅不及季节性，成品油库存增幅

超出季节性，数据暗示供应紧张局势好转，油价回落、裂解价差大幅走

低。累库主要源于成品油净出口的回落以及战略储备释放。伊朗与美国

会谈无果，伊核谈判或继续搁置。OPEC+将召开部长级会议，美国官员

称希望能有进一步的措施。国内方面，行程码政策调整有利于出行需求

以及商业活动，但目前主要矛盾是欧美的供应紧张，因此预计不会成为

主导因素。整体上，虽然 OPEC+潜在增产能力有限，但是从总量上看只

要 OPEC 改变贸易流向就可以缓解欧美的紧张局势，因此除非 OPEC+

传递减缓增产的信号，否则油价或没有进一步上行的动力。 

投资建议：中期看空。 

 

◆  纯碱： 

企业价格灵活调整，听闻部分有所下调。供需方面，江苏实联减量，月

底停车检修；金山孟州停车；海化装置问题短暂降负；7 月上旬部分企业

计划检修，开工率预计下降。前期期碱回落后基差销售价格优势明显，

据悉期现商出货较多，交割库待发货较多。玻璃厂进入亏损，原材料补

库意愿有限，预计后期会削减碱厂订单。整体上预计 7 月碱厂库存会出

现一定程度的累积，而检修将形成一部分的对冲。了解到 6 月出口市场

依旧较好，由于汇率波动出厂可达 3000 元/吨以上，预计出口还将保持

相对较高。对下游调研了解来看，产业预计旺季消费环比会有一定提升

但幅度或不大，玻璃厂冷修可能在 11-12 月，如此纯碱高刚需情况或可

在三季度持续。总体上，纯碱良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当前负向驱动为

期碱下跌后自我强化所致。带交割库库存被下游消化后，期价或向上以

缩基差。09合约多头可以继续持有。 

投资建议： 09 合约多头继续持有。 

 

◆  橡胶： 

6 月 29 日橡胶主力合约 ru2209 上涨 0.43%，收于 12885 元/吨。上海

国产全乳胶主流报价 12775 元/吨，较昨日上涨了 50 元/吨。橡胶继续保

持日内大幅波动，整体依然较为强势，经过多次测试底部，向上的概率

较大。 

建议：ru2301 轻仓试多。 

风险提示：目前橡胶跟随商品整体波动， 注意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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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C： 

6 月 29 日 PVC 主力 09 合约收盘 7318 元/吨（-105），常州市场价 7350

元/吨（-90），常州主力基差 32 元/吨（+15）。电石价格乌海市场 3700

元/吨（0），山东市场 4350 元/吨（-25）。基本面看，供应方面变化不

大，上游预售量下滑。宏观气氛有所回暖，建材板块整体企稳反弹，PVC

需求方面仍疲弱，社会库存继续增加。估值方面，电石下方空间有限，

PVC 利润大幅压缩，PVC 盘面下方支撑有所增强。整体来看，估值来看

已经处于偏低的位置，但是驱动力度不足，在需求未得到释放的情况下，

PVC 整体仍不乐观，预计短期区间震荡。 

操作建议：观望。 

 

◆  尿素： 

6 月 29 日尿素主力收盘 2573 元/吨（-106），尿素交割厂/仓库现货市

场价格部分维持稳定，部分下调 10-30 元/吨。基本面看，尿素日产居年

内高位，企业预收减少库存累积。需求方面，年内农需最高峰已过，后

期虽然部分地区有用肥需求，但更多将转向低氮肥，尿素农业需求将逐

渐转淡；复合肥夏秋备肥过渡期，开工率季节性下滑，且适度增加平衡

肥或高磷配方肥生产，对尿素需求减少。尿素利润高位，下游利润偏弱，

估值风险偏高。整体来看，尿素估值偏高，供应维持高位，需求边际减

弱，供需面趋于宽松，尿素年内高点或已显现，继续维持震荡偏弱运行。 

操作建议：震荡偏弱，关注企业预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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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TI 原油期货-1.8%，报 109.78 美元/桶。ICE 布伦特原油期货-1.5%，报 116.26 美元/桶。 

2. OPEC+部长级会议将在周四召开，预计 8 月份仍会维持温和增产步伐。美国官员称希望 OPEC+在提高

产量后还能有“第二步”跟进。 

3. 俄罗斯考虑用从石油和天然气获得的额外收入购买“友好”国家货币，以间接抑制卢布飙升势头。 

4. 美国将 25 个位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实体加入管制出口的实体清单，分别指其支持俄罗斯、伊朗及中国

军方。 

5. 全球主要央行的总裁们表示，在世界各地推动高通胀回落将是痛苦的，甚至可能使经济增长崩溃，但必

须迅速采取行动，防止价格快速上涨的预期变得根深蒂固。 

  

◆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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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日，国内纯碱市场整体走势以稳为主，企业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价格。供应端，企业装置运行相对稳

定，个别企业日产量有所下降，纯碱整体开工窄幅下行波动。企业出货较为顺畅，部分企业库存继续保持

下降趋势。需求端，下游需求表现不温不火，对高价纯碱存有抵触情绪，采购积极性不高，按需为主，市

场成交气氛一般。短期来看，预计国内纯碱现货市场持稳运行，价格波动不大。 

  

◆纯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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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走势 

6 月 29 日橡胶 ru2209 继续日内洗盘，酝酿行情。 

图 1： 橡胶期货走势 

 

资料来源：博易云，长江期货 

2. 现货价格 

6 月 29 日上海地区国产全乳胶主流报价 12775 元/吨，较昨日上涨 50 元/吨；山东地区国产全乳胶主流

报价 12750 元/吨，较昨日上涨 50 元/吨。 

3. 基本面资讯 

7 月天然橡胶价格或整体呈现筑底震荡运行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下月从产业自身来看，或将处于供应增量

大于需求增量的矛盾中，这将导致价格上涨缺乏动量支撑。从供应端来看，季节性供应旺季下产量及进口

大概率呈现环比增长形态，但需求端因面临订单薄弱、成品压力依旧的局面下，需求复苏相对缓慢，因此

基本面来看缺乏对行情的有效支撑；但同时低基差及低库存带来的对价格底部确认的信号亦更加明显。 

  

◆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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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货盘面： 

6 月 29 日大商所 V2209 夜盘平开，盘中震荡为主，收上下影线的小阴线，收于 7318 元/吨，跌 13 元/

吨，跌幅 0.18%。成交量 113.21 万手，持仓增 23153 手至 55.13 万手。 

2. 国内主要 PVC 市场收盘价格汇总： 

产品 市场 0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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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8 -105 -202 -1166 -1332 

电石法 SG-5 

常州 7280—7420 -90 -338 -1341 -1735 

杭州 7280—7430 -85 -339 -1336 -1723 

广州 7300—7480 -95 -335 -1320 -1771 

雄县 7230—7330 -70 -310 -1362 -1757 

临沂 7330—7380 -50 -375 -1347 -1724 

乙烯法 PVC 

常州 S-1000 7600—7600 0 -355 -1349 -1652 

广州 DG-1000 7430—7480 -95 -333 -1403 -2040 

齐鲁化工城 S-1000 7400—7420 -30 -376 -1367 -1701 

天津 DG-1000 7350—7350 -100 -436 -1473 -1850 

电石送到价 

河北地区 4315—4315 -50 -80 -450 -319 

河南地区 4150—4150 -50 -80 -443 -463 

山东地区 4320—4380 -25 -60 -471 -395 

3. 基本面资讯： 

截至 6 月 24 日华东样本库存 28.9 万吨，较上一期增 0.91%，同比增 165.14%，华南样本库存 4.65 万

吨，较上一期减 0.85%，同比增 29.17%。华东及华南样本仓库总库存 33.55 万吨，较上一期增 0.66%，

同比增加 131.38%。 

资讯来源：卓创资讯 

  

◆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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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货盘面：6月 29 日尿素主力 09 开盘价 2668 元/吨，最高价 2678 元/吨，最低价 2570 元/吨，收盘

2573 元/吨，结算价 2603 元/吨。2209 持仓量 77778 手。 

  6 月 28 日 6 月 29 日 涨跌 基差 

业出厂价 

山东晋煤明水 -- -- -- -- 

山东润银生物 -- -- -- -- 

河北东光化工 3060 3030 -30 457 

阳煤正元 3060-3070 3050-3070 -10/0 477 

河南中原大化 3090 3090 0 517 

河南心连心 3065 3065 0 492 

河南晋开化工 3030-3050 3030-3050 0 457 

河南晋煤天庆 -- -- -- -- 

安徽昊源化工 3120-3140 3120-3140 0 547 

安徽晋煤中能 -- -- -- -- 

市场价格 

山东临沂市场 3100 3070 -30 497 

山东菏泽市场 3060-3080 3040-3050 -20/-30 467 

河南宁陵市场 3090 3050-3060 -40/-30 477 

河南商丘市场 3100 3070 -30 497 

安徽宿州市场 3130-3200 3130-3200 0 557 

2. 6 月 29 日，国内尿素市场偏弱运行，新单跟进不畅。尿素企业成交灵活多变，出货压力与日俱增。

供应端生产正常，预收订单减少。复合肥、板材开工负荷低位，跟进意愿低迷。具体区域：山东临沂

市场 3070 元/吨左右，工业开工负荷较低；菏泽市场 3040-3050 元/吨，商家接货积极低迷。河北石

家庄市场 3060 元/吨左右，省外到货增加。河南商丘市场 3070 元/吨左右，复合肥补单意愿不强；山

西大颗粒尿素 2950-2955 元/吨，小颗粒 2930-2900 元/吨，新单重心下移。目前国内尿素市场弱势

整理运行，商家跟进意愿低迷。工业需求逐步减弱，补单明显放缓。卓创资讯预计近期国内尿素市场

延续弱势运行，关注后续尿素装置检修变化及工业补单意愿。 

资讯来源：卓创资讯  

◆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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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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