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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气市场周分析报告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 月 4 日 

一、 国际液化气市场简析 

本周，国际原油期货均价涨跌不一，对原油走势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

几点：其一，OPEC 和非 OPEC 产油国从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一轮减产，计划合力

减产 120万桶/日，但 12月前两周俄罗斯原油产量升至 1142万桶/日的历史新高，

考虑到俄罗斯和部分豁免产油国减产执行力不强，减产协议对油价的实际提振作

用有限；其二，全球金融市场近期波动较大，对原油等风险资产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三，美国原油库存连续下降令原油的下行压力有所减小;其四，有消息显示，

沙特减少向中国和美国的原油出口，这一消息为油价带来利好。原油市场缺乏实

质性的提振消息，虽然中美贸易谈判可能出现积极进展的消息一度支撑油价走

高，但是受制于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对石油需求的影响仍在打压油价等利空消息影

响，未能起到有效提振。当前市场关注 OPEC 减产的实际成效，另外沙特原油产

量及伊朗出口量尚不明朗，原油市场仍有不确定性。本周，WTI 原油期货合约周

均价环比上周 44.67 美元/桶上涨 2.08 美元，至 46.75 美元/桶，涨幅 4.65%。

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周均价环比上周 52.33 美元/桶上涨 3.1 美元，至 55.43美

元/桶，涨幅 5.93%。 

2019 年 1月 CP 公布丙烷 430 美元/吨，较上月下调 15 美元/吨；丁烷 420

美元/吨，较上月上调 5 美元/吨。元旦假期休市，国际市场反应平淡，价格未出

现明显波动。欧佩克原油减产导致 LPG 产量下降，当前中东各供应商无力出售 1

月装船现货。远东冷冻丙烷到岸价格跌 8.1 美元至 442-448 美元/吨，丁烷到岸

价格跌 8.1 美元至 427-433 美元/吨；中东冷冻货丙烷离岸价格跌 8.2 美元至

413-416 美元/吨，丁烷离岸价格跌 8.4 美元至 398-402 美元/吨；华南地区冷冻

货丙烷到岸价跌 5.4美元至 445-449美元/吨，丁烷到岸价跌 5.4美元至 430-434

美元/吨。 

市场需求方面，某土耳其贸易商可出售阿尔及利亚装船 2月初到丙烷 33,000

吨/丁烷 11,000 吨货，但买家目前无意采购现货。消息称，尽管某冷冻货进口商

有意采购相同货，但上述土耳其贸易商持有船货到货期为临近春节，可能较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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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因此未达成交易。另一方面，某华东进口商有意采购 2 月上半月到丙烷/丁

烷各 22,000 吨货。另外，某中国进口商计划在明年初采购 2 月下半月到现货。

此外，该公司目前手中库存以及合同货可满足 1 月下半月需求，加之春节假期影

响，将取消 2 月上半月到现货采购。 

市场供应方面，虽然原油价格持续疲软，但阿美 CP 纸货市场上 1 月/2 月价

差依然表现为后市看涨，由此支撑着 FOB 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科威特 KPC 发布

了 27 日截止、当日有效的卖货招标，对象为 1 月 28-29 日 MinaAl-Ahmadi 装船

丙烷/丁烷各 22,000 吨货。另一方面，某欧洲贸易商似乎有 1 月装船丙烷/丁烷

各 22,000 吨货需求，听闻相同货商谈水平在 1 月 CP 加 5 美元/吨左右的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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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价格除 CFR 华南混合液化气为压力货外，均为冷冻货。1 月 1 日为元旦假期，WTI

暂无报价。） 

 

二、国内液化气市场简析 

1. 本周国内市场价格变化简析 

本周国内液化气市场价格呈先抑后扬的走势，交投氛围好转。本周周初国内

中石化单位排库让利走量，其他厂家稳中走跌，市场表现一般，下游多维持刚需

采购为主，中后期跌至低位提振市场热情，下游集中补货，厂家库存迅速降至低

位，民用气连续上涨。原料气市场来看，调油市场出现好转，深加工利润表现尚

可，支撑原料气走高，加之市场供应持续紧张，原料气上扬幅度可观。截至周五，

全国液化气指数 4029 点，较上周上涨 73 点。本周国内液化气日均商品量约为

6.96 万吨，较上周环比增加 0.91%。本周西部地区的延炼短暂停出，而华北地区

龙润化工和华东地区福建联合恢复开工，故本周国内液化气供应量继续小幅增

加。 

华南地区：本周华南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下跌 25 元至 3660 元/吨，

区内市场跌后回涨，需求良好。元旦节前，华南中石化炼厂节前排库，价格降至

超低位，但冬季刚需支撑，其他单位及码头无意深跌调整，下游节前备货需求开

启。1 月 CP 出台好于预期，业者对后市持看涨心态，且进口到船不多，部分地

区供应紧张，卖方价格积极炒涨，节后价格涨幅 200 元/吨以上，尤其码头推涨

积极，高价对市场存支撑，下游买涨采购积极。供应方面，主营炼厂民用气外放

量不多，装船量明显下降，茂名石化产量降至正常水平，市场分销速度加快，部

分二级库码头供应紧张。截至周五，珠三角主流 3650-4180 元/吨，粤西主流

3600-3700 元/吨，粤东主流 3400-4050 元/吨。下周珠三角部分码头进口到船，

但卸船压力不大，冬季市场刚需旺盛，上游分销明显加快，部分地区供应显紧张，

卖方推涨心态积极，预计下周市场仍存涨势。但随着农历春节临近，后市高位涨

势或将受限。 

华东地区：本周华东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153 元至 4219 元/吨。

区内市场再次呈先抑后扬态势，周前期元旦节前炼厂欲排库走量，大幅走跌刺激

商户采购，价格跌至下游心理价位采购回升，炼厂库存消耗迅速低位运行，部分

单位甚至限量销售，且国际原油回弹给予利好提振，周后期市场成交集中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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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方面，进口气供应持续供应，进口商出货为先作为有限，价格低位震荡。华

东地区民用气主流参考 3700-4400 元/吨，醚后碳四 3700-4110 元/吨，进口丙烷

华东地区 4250-4350 元/吨，比例气 4200-4300 元/吨。短线来看，华东区内主营

单位多限量销售，库存低位压力不大，且下游阶段性补货需求仍存，周前期华东

存走高预期；然市场利好不足，码头供应充裕低价牵制，周后期市场陆续回稳操

作。 

华中地区: 本周华中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43 元至 4130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价格上推。上周因元旦假期，同时预期 CP 价格下跌，中石化单

位价格跌至低位，市场价格同样下滑。不过 CP 最终出台对市场打压不大，另外

卖方护市以及下游对此低价保持极高采购热情，因此华中当地价格迅速推高，另

外部分地区降温降雪也刺激需求以及阻断外来资源，市场整体表现理想，华中本

周价格集体上涨。工业气同样表现较好，烷基化价格上涨深加工单位利润情况理

想。截至周五，华中主力单位民用 4000-4150 元/吨，安徽深加工单位 4300-4400

元/吨，醚后碳四主流 3800-3950 元/吨，醚前碳四 3900 元/吨。华中当地炼厂销

售无忧，整体供应量不大，市场整体需求较好下游仍存一定补货需求，预计下周

华中液化气价格仍有一定程度上扬。 

华北地区: 本周华北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下跌 144 元至 3715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先跌后涨，氛围日渐好转。民用气方面，市场前期由于主营单位

大幅走跌利空市场心态，加之 1 月 CP 预期走跌下游观望渐浓，而节日期间 1月

CP 出台较预期跌幅缩小，市场心态好转，下游逢低入市补货积极性提升，氛围

一度好转明显。原料气方面，元旦节后油品市场好转，带动原料市场成交积极走

高，加之外围涨势较猛，区内走势与民用基本同步。截至周五，醚后碳四主流成

交价在 3650-4230 元/吨，民用气河北地区主流成交价在 3870-4100 元/吨，河南

地区主流成交价在 3950-4200 元/吨。下周来看，冬季刚需强大是目前市场最有

利的支撑，且 12 月份整体市场跌幅较大，厂家均有集中推涨之意，故预计下周

民用以及原料均存走高预期。 

山东地区: 本周山东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60 元至 3990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整体呈上行之势，市场氛围良好，具体来看，本周周初中石化排

库让利走量，部分厂家跟风走跌，交投氛围尚可，下游多按需采购为主，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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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气跌至低位接连推涨，三级站看涨入市采购积极，卖方低库心态良好。原料

气市场，本周原料气连续推涨，市场表现良好，区内供应持续紧俏，且外围资源

流入减少，给予原料气上行动力。截至周五，区内民用气主流价格在 3800-4100

元/吨，醚后碳四主流在 4500-4620 元/吨。下周来看，民用气市场，三级站补货

热情仍存，多数卖方低库无忧，预计进入下周民用气或仍有小推可能。原料气市

场来看，深加工单位接货热情不减，炼厂仍有上推意愿，预计下周原料气或延续

上行走势，后期或受调油市场疲软牵制陆续回稳。 

东北地区: 本周东北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48 元至 3945 元/吨，

区内市场先抑后扬，交投氛围转好。本周恰逢元旦假期，节前炼厂出货积极，且

区内价格偏高，部分单位走跌促进销售，节间由于交通运力受限，炼厂平稳出货

为主；节后下游阶段性补货回升，加之山东-华北一线接连上行，利好业内心态，

成交走高调整。截至周五，大庆地区民用气成交价在 4230-4502 元/吨，辽宁地

区民用气成交价在 3920-4200 元/吨。东北区内深加工单位刚需良好，且外围接

连大涨提振，预计下周原料气存走高空间，民用气方面，部分主营单位内供或间

接性外放，市面资源流通量有限，而下游节后阶段性补货积极，炼厂出货无忧，

预计下周亦存上行。 

西部地区: 本周西部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下跌 180 元至 3080 元/吨，

区内市场价格小幅下跌。上周区内价格跌至底部，下游采购热情回升明显，同时

降温提振需求，下游有一定提前备货意愿，而 CP 出台小幅收于预期，对市场并

未形成明显打压。另外，西北当地供应量不大，延炼烷基化试车以及其装置短暂

问题，连续两天对外停出，更加提振当地价格，因此西北价格随外围价格走高，

部分地区涨幅偏大。截至周五，陕西主流成交价格在 3990-4050 元/吨，成渝主

流成交价格在 4200-4400 元/吨。市场整体表现理想，当地炼厂供应量不大，预

计下周西北价格仍有一定程度走高；不过随着价格持续攀高，后市动力略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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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末市场或逐步转弱。

 

（注：1 月 1 日为元旦假期，WTI 暂无报价。） 

 

2、市场供求简析 

进口方面：本周，中国进口气码头到货共计 31.75 万吨，环比上周下跌

10.83%，其中华南码头到货 11.95 万吨，华东码头到货 13.2 万吨，华北码头到

货 6.6 万吨。进口成本在 3350-3408 元/吨左右，主流成交价格在 3650-4180元/

吨左右。本周国内进口气到船相对平稳，冬季终端刚性需求旺盛，各码头分销顺

畅，卸船无压力。 

炼厂供应：本周，国内液化气平均产量环比上周小幅下跌 0.12%。本周福建

联合装置恢复，但产出不稳定，暂未出货，故华东暂未出现大幅增量趋势。山东

成泰、永鑫恢复开工，负荷逐步正常。玉皇醚后临时停出，外放焦化气。河南龙

润烷基化装置开工，液化气少量增加。不过由于本周金陵限量，资源供应减少，

整体供应略有下滑。下周来看，福建联合石化有望出货，其他地区装置暂无波动

预期，年底装置多平稳运行，炼厂方面或积极出货排库为主，市场供应波动有限。 

需求方面：南方地区市场卖方库存位置偏低，且市场成交氛围良好，卖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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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推涨意愿，加之原油方面利好支撑，市场看涨氛围渐浓。在沙特减产推动之下，

油价后续方向谨慎看涨为主，北方地区终端需求维持尚可，但考虑节后集中补货

暂歇，市场或依靠刚需为主。1 月 CP 仍有下行，但比预期情况乐观，市场购进

情绪相对良好。

 

3、进口利润估算 

 
本周，中国进口气码头到货共计 31.75 万吨，环比上周下跌 10.83%，其中

华南码头到货 11.95 万吨，华东码头到货 13.2 万吨，华北码头到货 6.6 万吨。

进口成本在 3350-3408 元/吨左右，主流成交价格在 3650-4180 元/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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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市分析 

本周油价整体上涨，上涨的主要因素在于美股在动荡中增强以及沙特削减出

口，欧佩克12月份产量骤减53万桶/天，创两年来最大降幅，这一系列利好带动

下，疲软的油价迎来大涨。下周来看，油价依然将在盘整中静待后续方向性指引，

大概率实现上攻。目前油市现状，虽然身处寒冬，但零散阳光开始迎接春天到来，

利好叠加之下，油价有望小幅继续回暖。当然，在回暖的过程中，依然需要警惕

外围环境恶化下油价的再次暴跌，特别是美股的弱势拖累。总之，沙特减产推动

之下，油价后续方向上是上涨的，但过程难以顺利，预计下周油价在44-46美元/

桶之间波动。远东市场需求相对低迷，中国1月到货采购基本完成，2月份正值中

国传统春节假期，下游买兴下降。国际原油弱势运行，贸易商对2月市场存观望

情绪，预计下周国际市场运行或低于当前CP价格水平。 

供应方面，华南区内装置供应正常，主营炼厂方面暂未有检修计划，码头方

面到船数量有限，卖方暂无库存压力，下游需求来看季节性终端需求仍较旺盛。，

华东地区一家炼厂恢复正常出货，区内液化气商品量出现增长，下周区内无新增

检修，预计供应端将保持稳定。东北区内液化气炼厂装置相对正常，液化气资源

供应量稳定，下周暂无明确开停工计划，预计供应量暂无变化。华北区内装置暂

无新增检修情况，河南丰利石化于本周后期逐步恢复开工，液化气副产品暂无量，

预计下周恢复出货，区内暂无其他计划性检修及开工预期，市场供应量将小幅回

升。 

需求方面，民用气方面，下周部分下游用户或继续节后集中补货，市场需求

面相对良好；醚后碳四方面，兰州石化投产，锦州石化烷基化装置投产在即，市

场对醚后碳四资源的吸纳能力或增加。部分产油国存减产计划，下周国际油价或

震荡上行，整体市场心态或相对乐观；预计下游用户入市积极性或增加，接货力

度或有所提升。 

国际原油受减产协议影响，有望止跌盘整，对液化气市场利空减弱。民用气

市场，天气寒冷市场需求良好，下游补货周期缩短，卖方仍有上推意愿，预计下

周民用气或延续上行；原料气市场炼厂持续低库，深加工补货热情不减，下周或

仍存走高可能。华南、华东地区炼厂多库存可控无压，资源分流顺畅，下周市场

存走高空间，然利好有限，周后期动力不足回稳出货为主，三级站适度购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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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民用气大面上行，氛围良好，业者对后市仍有信心，预计下周民用气或延

续坚挺走势，业者择低适量采购，保持一周库存消耗即可。华北地区民用气由于

1月CP出台较预期跌幅缩小，市场心态回稳，下游逢低买涨入市交投良好，预计

下周市场仍有走高空间，下游保证一定库存。东北区内供应量有限，炼厂库存无

压销售良好，加之外围走高提振，预计后市东北存走高空间，三级站适度补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