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特别声明 

 

 

 
2017 年 1月 8 日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策略周报  
 

 
 

 

 

 LLDPE  

LLDPE:短线有望向下寻求支撑 
 

 

 

 
 

    

 

一、基本面分析 

1.现货行情综述 

本周中石油、中石化连续下调出厂价，而贸易商积极让利出

货，成本面利好支撑减弱。装置上，蒲城清洁能源 LLDPE 装置 1

月2日起停车检修一周左右，总体上看，装置检修仍较少，开工

率较高，损失产量有限，而神华新疆、中天合创新增产能投产

后，产品流入市场，供给端压力有所增大。需求上，临近年

底，下游终端企业备货意向不强，地膜需求启动缓慢，多刚需

采购为主。截至周末齐鲁化工城 LLDPE 价格为 10050 元/吨，余

姚塑料城 LLDPE价格为 10500元/吨。 

表 1 LLDPE现货价格行情 

地区 12月 30日 1月 5日 

齐鲁化工城 10200 10050 

余姚塑料城 10600 10500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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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供求关系评述 

装置方面，蒲城清洁能源 30 万吨 LLDPE 装置 1 月 2 日起停

车检修一周左右；上; 燕山石化老高压一线 12 月 23 日停车，1

月 4日开车。新增产能上，中天合创 30万吨/年 LLDPE装置，神

华新疆 LDPE 装置产品流入市场。2017 年 3 月中天合创二线计划

投产。 

需求方面，临近年底，下游终端企业备货意向不强，地膜需

求启动缓慢，多刚需采购为主。 

表 2 装置运行及检修计划 

石化企业 
品种/

装置 

PE产能

（万吨/

年） 

装置状态、及检修计划 

蒲城清洁 LLDPE 30 
1月 2日起停车检修一

周左右 

大庆石化 
全密度

一线 
25 

老高压一线 12月 23日

停车，1月 4日开车。 

中天合创二

线 
PE 37 2017年 3月 

数据来源：找塑料网 

 

二、上游原材料变动情况 

1.国际原油 

表 3 本周 WTI主力合约价格变动 

 1.2 1.3 1.4 1.5 1.6 周均价 

WTI 休市 52.47 53.35 53.76 53.70 53.43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本周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30

日当周，美国 EIA 原油库存减少 705.1 万桶，降幅创 2016 年 9

月 8 日当周来最大，高于预期 171.29 万桶；库欣地区原油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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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07.4万桶。美国油服贝克休斯公布的数据显示 1月 6日当

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增加 4 座至 529 座，连增第十周，再刷

2015 年 12 月以来新高且高于去年同期的 516 座。本周原油走势

震荡，至收盘美原油周 K 线下跌 0.35%，收出小阴线，下方 5、

10周均线形成支撑。 

图 1 美原油主力合约周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乙烯 

本周亚洲乙烯价格窄幅变动，截止 1 月 5 日，CFR 东北亚中

间价收于 1140 美元/吨，CFR 东南亚收于 980 美元/吨。欧洲地

区表现较好，较上周小幅上涨，截止 1 月 5 日价格为 FD 西北欧

中间价收于 869.0 欧元/吨，CIF 西北欧收于 909.5 美元/吨。美

国地区乙烯价格小幅收高，截至 1月 5日为 30.50美分/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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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乙烯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三、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连塑 1705 合约本周震荡走低收出中阴线，上方压力较大。

元旦假期之后，连塑周二低开低走收出中阴线、周三低开震荡

收出小阳线，周四高开震荡收阴、周五冲高回落收出带长上影

的中阴线。盘终下跌 355 点报收于 9525 元/吨。本周 1705 合约

市场成交量 195.0万手，持仓量增加 24024 手至 28.0万手。 

表 4 本周 LLDPE1705合约成交情况统计 

开盘 收盘 结算 最高 最低 涨跌 成交量 持仓量 

9875 9525 9730 9955 9525 -355 195.0万 28.0万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技术分析 

本周震荡走低，周线收出中阴线，5、10、20 周均线多头排

列，不过 5 周均线走平有拐头向下迹象，MACD 指标红色柱缩

短，两周前 KDJ 指标死叉向下，本周 K 值回落至 50 附近。中线

看多头仍有机会，但短线有望震荡调整。日线图形上，将 5 月

30 日低点与 9 月 27 日低点相连，该趋势线为上期上升趋势线；

将 9 月 27 日低点与 11 月 30 日低点相连画出趋势线，本周跌破

该趋势线。将 12月 12日低点与 12月 28日高点相连画出向下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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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线，该趋势线构成短期压力。 

图 3 LLDPE1705合约周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 

检修装置较少，新增产能投放增加，供给压力增大，不过

宏观面数据向好，对行情形成一定支撑。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 

本周中石油、中石化连续下调出厂价，而贸易商积极让利出

货，成本面利好支撑减弱。装置上，蒲城清洁能源 LLDPE 装置 1

月2日起停车检修一周左右，总体上看，装置检修仍较少，开工

率较高，损失产量有限，而神华新疆、中天合创新增产能投产

后，产品流入市场，供给端压力有所增大。需求上，临近年

底，下游终端企业备货意向不强，地膜需求启动缓慢，多刚需

采购为主。连塑本周震荡走低，短线有望震荡向下寻求支撑。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观望为主  

激进操作：9200 附近可以尝试建多 

3.止损设置 

多单止损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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