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液化化气气市市场场 33 月月份份分分析析报报告告 

努力做行业最优秀的资讯服务 

●国际原油市场 

●国际液化气市场 

 

国内市场综述 

●市场供求及进口分析 

●各地区市场分述 

●市场分析预测 

 

市场要闻 

●油、电、天然气价格迎来全面下调 

●达飞与中船集团再签大单 引领航运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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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 

【国际原油市场】 

3 月份，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整体延续震荡上涨走势，但初期上行乏力，并且有

所回调。经济疲软导致的需求预期担忧始终打压多头信心，在特朗普口头干预和脱

欧问题的限制之下，油价多次大幅回调，但最终因沙特等减产推动而继续震荡上涨。

可以说，减产为油价提供了强劲的底部支撑，无论是超额减产还是减产延期预期，

均拉动油价向上运行。当然，中美贸易谈判多次释放乐观预期，加之中国政策托底

经济等均成为多头炒作的热点。月上旬，国际原油价格呈现窄幅震荡的态势。因有

消息称欧佩克可能会在 6 月份的会议上延长原油减产协议至 2019 年末，这有效改善

石油市场氛围，但利比亚重启沙拉拉油田 3 万桶/日的产油量令供应攀升，多空交织

下油价走出震荡之势。月中旬，国际油价震荡走高。因沙特计划在 4 月会议上推动

延长减产行动，且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呈递减态势，加之委内瑞拉持续五天的大规

模停电也阻碍了该国的石油出口，此外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下调 2019 美国原油

产量预期带来石油供应收紧的预期，多重利好提振油价震荡上扬。月下旬，国际油

价整体高位震荡。尽管美国原油库存季节性下滑对油价构成支撑，但中美贸易谈判

缺乏进展，且美联储利空言论加上欧洲经济疲软走势令市场担心原油需求将会减弱，

油价上行乏力。WTI 本月合约最高价为 60.14 美元/桶，最低价为 55.8 美元/桶，月

均价为 58.17 美元/桶，月均价环比上月 55.02美元/桶上涨 5.73%，同比下跌 7.33%。

布伦特本月原油期货最高价格为68.5美元/桶,最低价格为65.07美元/桶,月均价为

67.03 美元/桶，月均价环比上月 64.43 美元/桶上涨 4.04%，同比上涨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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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液化气市场】 

3 月份国际原油和国际 LPG 价格震荡上涨。欧佩克有望延长减产协议提振国际

油价。中东 LPG 方面，因现货供应持续紧张，部分供应商可出售现货量有限，对中

东装船价格存支撑。美国 LPG 方面，持续大雾天气导致美国墨西哥湾出口码头交通

拥挤，再加美国休斯顿装船作业推迟，影响出口。远东市场供需吃紧，推动价格上

涨。4 月沙特 CP 继续走高，2019 年 1-4 月国际 CP 价格持续上涨。受欧佩克原油减

产影响，中东各供应商 LPG 产量下降，据消息称，沙特阿美公司不会出售 6 月前装

船现货，市场供应持续紧张。尽管 4 月中下旬之后，远东市场季节性需求预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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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际市场价格仍维持高位水平运行，高于 2018 年同期水平。 

沙特阿美公司 4 月 CP 公布，丙丁烷价格整体上调。丙烷为 515 美元/吨，较上

月上调 25 美元/吨；丁烷 535 美元/吨，较上月上调 15 美元/吨。主要上涨原因是：

第一，国际原油方面受到中美贸易谈判及美国原油库存下降等方面的利好支撑，4

月份仍有望延续上月震荡上涨的趋势，助推 4 月 CP 上涨；第二，因休斯顿航道禁航，

美国墨西哥湾船期延迟，远东市场美国货供应偏紧，市场供需矛盾影响下，使得 4

月 CP 出现上行；第三，由于 OPEC 会议减产，中东液化气产量减少，市场供需矛盾

更甚，但由于进入二季度市场需求或将出现季节性转弱，故 4 月 CP 虽有上涨，但涨

幅较上月缩窄。  

冷冻货市场上半月，万华寻找 4 月烟台到现货，该公司对 4 月上半月到丙烷/

丁烷各 11,500 吨货和 4 月下半月到丁烷 23,000 吨货询盘 4 月 CP 加 30 美元和 31

美元贴水，但买家数量逐渐减少，两位买家已将商谈注意力转至 5 月到货。某远东

进口商近期收到来自贸易商和亚洲进口商关于 5 月上半月到纯丙烷货买货需求。这

些买家考虑供应这些货到中国，但该远东进口商无意销售，未参与商谈。下半月，

受原油走高推动，但纯丙烷货卖家多于等比例货卖家，在这种情况下，丁烷和丙烷

价差拉宽。3 月末伊朗发生洪水，担心可能影响装船操作。但业者认为有五至八船 5

月远东到货。此外，部分买家并不急于采购现货，因 5 月到货价格坚挺，国内需求

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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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本月液化气价格 

单位：美元/吨 

品种名 价格条件 级别 3 月均价 2 月均价 环比（+/-%） 

丙烷 FOB 中东 冷冻货 498.60 462.95 7.70  

丁烷 FOB 中东 冷冻货 516.60 494.00 4.57  

丙烷 CFR 华南 冷冻货 533.77 487.26 9.55  

丁烷 CFR 华南 冷冻货 551.77 521.21 5.86  

混合液化气 FOB 华南 压力货 561.15 519.97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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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综述 

1. 市场供求及进口分析 

2019年3月份国内液化气供应量在236.43万吨，环比上涨6.54%，同比下降

10.13%。从日均供应量来看，3月份国内液化气日均商品供应量在7.63万吨。3月份

来看，国内部分单位陆续步入检修季，其中山东地区昌邑石化、东辰化工、富宇化

工均检修停工，华东扬子石化于3月中旬检修，不过大连恒力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

化项目3月下旬投产运行，日均外放量增加2000余吨，且3月天数增加，故综合来看，

3月份整体产量上升明显。南方地区月初卖方来看，虽然国际油价呈盘整态，但是国

际市场供需偏紧，卖方跌价意愿偏低；买方来看，受终端需求限制，买方接货积极

性偏低，多在观望市场。月中旬，4月CP预期虽有上行空间，但整体仍低于3月水平，

业者操作相对谨慎，下游多以按需采购为主，卖方成本相对高位，调整空间同样有

限。月下旬，临近月底，业者多等待新CP公布，虽多有看涨情绪，但仍以谨慎操作

为主，下游多按需购进补仓，卖方心态相对平稳。北方地区月初油价整体宽幅震荡，

初期大跌令液化气市场交投迅速转冷，3月CP上涨的利好随即被消释，市场需求陷入

窘状。上旬市场投机性需求转弱，加之周边进口气冲击持续存在，下游购进能力不

足，卖方操盘保持谨慎。月中区内民用气价格相对低位，下游用户入市较为积极，

市场需求面相对乐观；因目标市场烷基化装置检修较多，醚后碳四资源市场需求量

降低。月下旬，油价震荡行情延续，利好消息面较微弱，下游投机性需求相对有限。

但考虑到清明节临近，市场存在阶段性补库操作，市场整体刚需提升。 

2019年3月，全国地炼MTBE装置平均开工率为57.15%，环比上涨2.14%，同比上

涨1.41%。本月国内MTBE市场行情整体处于下行通道。3月是我国传统汽油消费淡季，

本身需求面偏弱，而汽油外采方面也并无利好释放，地炼汽油成交一直十分清淡，

同时炼厂装置亏损严重也导致其对于汽油原料的高价抵触心理不断增强，MTBE需求

持续下降，甚至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市场并无原料集中采购，仅有少量刚需小单成交，

直接导致MTBE成交价格迅速下滑，跌至下游心理价位后业者开始入市抄底，MTBE出

货好转下价格一度反弹，但市场实际需求并无好转，下游补货表现出较明显的阶段

性，3月下旬MTBE行情反复性较强，但整体来看下行走势表现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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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方面，3 月份国内码头共进口到岸 144.45 万吨，其中华南码头到货 64.65

万吨，华东码头到货 68.8 万吨，华北码头到货 11 万吨。2 月份国内码头共进口到

岸 123.58 万吨，其中华南码头到货 60.88 万吨，华东码头到货 53.9 万吨，华北码

头到货 8.8 万吨。3 月份国内码头总进口到岸量与 2 月到岸量 123.58 万吨相比增加

20.87 万吨，环比上涨 16.89%。本月进口市场震荡盘整，进口成本高位，对市场底

线存支撑。3 月 CP 出台涨幅超预期，对进口市场存提振，月初进口市场纷纷推涨，

带动整体市场上行；但国内码头进口到船较多，货源充裕对市场存压制，进口气价

格高位再度承压。中下旬，虽国际现货走势理想，市场上对 4 月 CP 存看涨预期，但

货多低需抑制市场操作热情，市场推涨显乏力。 

 

各地区市场分述 

2019年3月份，全国液化气均价为3960元/吨，环比上月上涨74元/吨，涨幅为

1.9%。3月，国内液化气市场行情表现较为平淡，延续横盘整理。3月CP价格大涨，

进口成本升高300元/吨左右，但利好消息对于国内市场的提振仅维持数日，便再度

进入下行通道。本月进口量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码头销售压力较大，而进口成

本较高，令市场走势较为胶着。目前国内南北两地需求不佳，终端气站消耗缓慢，

而市场又无明显利好提振，下游采购意向偏低。而油品市场需求上升也较为有限，

市场供应量大抵消了需求上升带来的利好，深加工市场本月行情偏弱，拖累原料气

价格走低。截至月底，液化气全国价格指数为4057点，较上月底下跌1点。进口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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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3月份进口到船较多，预计进口量在155万吨左右。本月码头销售压力较大，然

国内市场需求跟进不足，进口商进退两难。供应方面，3月份国内液化气供应量在

266.78万吨，环比上涨20.22%，同比上涨1.41%。本月初，大连恒力液化气产出，22

日后装置正常，液化气产量维持在1000吨/日以上，抵消了国内其他炼厂检修带来的

降量。供应大幅增加给当地及周边市场冲击较大，抑制价格走势。需求方面，本月

国内市场需求表现依旧不理想，终端消耗缓慢，国内资源周转周期较长，加之业内

人士对市场的普遍谨慎心态，对价格敏感度升高，多采取按需采购，缺少投机需求

的支撑，市场购销略显平淡。 

 

【华南地区】 

3月份，华南液化气均价为4003元/吨，较上月上涨174元/吨，环比涨幅4.54%，

本月区内液化气市场涨后回落，需求表现一般。3月CP出台大幅走高，对月初华南市

场存提振，进口商携手主营炼厂集体上推，但涨后下游对高价接货热情下降，再加

码头进口气集中到船，市场价格迅速回调。中下旬市场盘整为主，4月进口成本预期

看高，码头一度存推涨意愿，但市场进口货多，再加部分炼厂民用气外放量增多，

牵制市场走势，最终主营炼厂大跌，进口气贴近成本线而行。月底华南国产气价格

指数在3897点，较上月底跌69点。供需方面，本月华南液化气日供量（含工业气产

量）总计9850吨左右。中海油惠州炼厂检修预计四月中旬结束，民用气日供应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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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000吨左右，茂名部分装置预计四月中旬检修，工业气日供应量预计将减少200

吨左右。4月1日增值税税率下调，但对市场实际影响有限，进口气成本仍处于较高

水平，进口贸易单位仍有意伺机上推；下游来看，北半球即将进入二季度，市场季

节性需求转弱，买方囤货意愿较低。 

4 月展望：4 月 CP 出台预期走高对市场存小有支撑，部分码头存推涨意愿，再

加主营炼厂价格低位，预计月初市场或存上行空间。但随着中海油惠州一期检修结

束，以及 4 月份华南气温回升，终端需求预期减少，牵制中下旬走势，预计中下旬

市场或有下调。预计 4 月份华南主流 4000-4200 元/吨，进口主流 4050-4300 元/吨。 

     

【华东地区】 

3 月份，华东液化气均价为 4073 元/吨，较上月上涨 92 元/吨，环比涨幅 2.32%，

区内液化气市场整体呈震荡上行走势，市场氛围尚可。本月主营库存情况不一，仪

征化纤检修结束，南炼外放量减少，同时本月下水正常，库存压力较低；上海地区

中上旬库存压力偏大有让利操作。月中上旬，码头到船量较为集中，进口气冲击国

产气市场，市场整体供应量维持在较高水平，月中上旬多呈偏弱整理走势。本月中

旬，扬子石化如期检修，基本无量外放区内供应减少，同时国际市场走势好转，而

进口气到船不及上旬，多重利好支撑下炼厂推涨心态明显，区内价格随之走高。原

料气方面，本月调油市场持续偏弱，同时原料气价格偏高，业者入市心态欠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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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工业气方面下行为主。至月末，华东液化气指数与上月末相比，上涨 213 点。供

需方面，华东液化气日均商品量为 11270 吨，较上月减少 134 吨/日。扬子石化 2#

常减压装置检修，区内供应量有小幅下降。4月 CP 上涨，并且国际油价也是看涨为

主，对液化气业者心态形成支撑，业者对后市短时预期均较为乐观。 

4 月展望：4 月 CP 上涨，在成本支撑下进口商推涨心态坚挺，同时扬子石化检

修低供利好仍在，下游入市心态较为坚挺，炼厂库存均在可控范围，同时国际原油

预期走高，预计本月上旬价格将有短暂的上调，但随着利好逐步消化，且季节性淡

季下游需求持续萎缩，下旬价格将有一定下行空间。整体来看，4 月国产民用气价

格运行区间预计为 3800-4600 元/吨，原料气运行区间预期为 3900-4800 元/吨，进

口丙烷预期价格 3900-4500 元/吨。 

    

【华中地区】 

3 月份，华中液化气均价为 4201 元/吨，较上月下跌 21 元/吨，环比跌幅 0.51%，

区内价格回落。月初，在 CP 大涨，进口气成本增加的利好带动下，区内跟随走高，

但成交价格偏高，终端需求减弱，采购跟进不足，中旬市场大幅下挫。但由于华南

及西部地区价格，流入区内量少对区内市场支撑明显，中旬后市场整体走势平稳，

加之长炼检修供应量少，市场供需相对平衡，3 月后半月华中走势回归稳势。截至

月底，华中液化气指数 4198 点，较 2 月底跌 89 点。供需方面，华中液化气供应量

在 7550 吨/日，与上月持平。本月区内无装置检修和开工，供应量保持稳定。4 月

区内无装置检修和开工，供应量保持稳定。华中地区并无新增检修计划，供应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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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为主。4 月 CP 与国际油价一起对华中市场提供消息面的利好，但考虑到区内价格

本身较周边处于高位，涨幅受限。 

4 月展望：4 月 CP 上涨，提振市场人士心态，短线或刺激下游买兴，价格有小

幅走高预期。但后期随着需求的减弱，以及延炼恢复开工后，外界资源补充增多，

将一定程度抑制区内走势，后半月预计存下跌可能，整体呈下行趋势。预计 4月华

中民用气价格 3900-4400 元/吨，工业气价格 4000-4500 元/吨。  

       

【华北地区】 

3 月份，华北液化气均价为 3724 元/吨，较上月上涨 22 元/吨，环比涨幅 0.60%，

区内液化气走势震荡上扬。原料气方面，一方面油品市场本月表现一般，因缺乏节

假日带动汽油需求难有起色，烷基化等调和原料因本月开工率持续中高位市场供应

量充裕，弱势盘整为主，而另一方面，外围厂家检修较多供应面有所减少，空好博

弈下原料气本月涨势受限，涨跌调整较为频繁，成交价低于 2 月；民用气方面，月

初受 3 月 CP 大涨带动市场趁势上推，走出前期低迷态势，然涨势消化后利好不足，

市场迅速回归平稳，终端消耗面无好转，本月进口气成本高位支撑下厂家无深跌意

愿，故后期延续盘稳态势，整体成交价格较 2 月份有所提升。截至月底，华北醚后

碳四成交在 4100-4340 元/吨，民用气成交在 3900-4050 元/吨。供需方面，3 月华

北液化气供应量约为 5192 吨/日，市场供应面波动不大。本月中炜、龙润烷基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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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短暂停工，但由于产量较少，对华北液化气整体供应影响不大。4 月 CP上涨，

同时整个 4 月份油市行情以乐观向上为主，但风险性和回调压力均在加大，由于液

化气市场与两者保持较强的联动性，故市场心态或保持积极状态。但是，考虑到周

边港口进口气冲击不断，加之天气转热导致终端消耗放缓，需求面实质提升有限，

多数时间呈刚性为主。 

4 月展望：原料气方面，4 月 1 日起成品油增值税税率下调，消息面偏利空，但

下月适逢清明以及五一长假，或给油品市场带来升温，供应层面外围市场仍有新增

炼厂检修，故预计原料气下月市场前期稍显偏弱，后期或有上推。民用气方面，4

月 CP 走高对市场仍存支撑，进口气成本增加后厂家或有集中上推，然大连恒力陆续

恢复外放且产量较大，加之天气转暖后需求略有转淡，故预计民用气月初仍有小幅

走高，上推幅度受限，后期仍显偏弱，低位运行为主，跌幅或高于前期涨幅。预计

2019 年 4 月份华北民用气主流区间在 3900-4300 元/吨，醚后碳四主流成交在

4100-4500 元/吨。 

    

 

【东北地区】 

3 月份，东北液化气均价为 3509 元/吨，较上月下跌 325 元/吨，环比跌幅 8.49%，

区内市场上旬先扬后抑，后半旬波动较为平稳。上旬来看，3 月 CP 大涨出台，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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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心态，周边走势积极上推，东北同步跟势走高，然终端实质消化能力有限，

炼厂出货不佳库存攀升，氛围由好转弱成交下滑；下旬东北市场未有利好指引，加

之大连恒力正常投产牵制市场心态，炼厂操盘偏谨慎，尤其辽宁地区价格一直维持

在低位运行。截至月底，大庆地区民用气成交价在 4060-4152 元/吨，辽宁地区民用

气成交价在 3520-3740 元/吨。供需方面，3 月东北地区液化气月供应量在 29.12 万

吨，较上月增加 2.82 万吨，环比涨幅 10.72%。本月区内装置相对正常，市场资源

供应量较上月变化不大，下月大连西太和锦州石化计划停工检修，资源外放量或锐

减。大连恒力石化本月开始外放丙烷、正丁烷和异丁烷，数量巨大，作为可替代的

民用气资源或受其冲击较大，下游用户观望心态浓厚；随着山东市场烷基化装置开

工率的提升，对东北醚后碳四资源的吸纳能力或增加。 

4 月展望：供应方面，大连恒力丙丁烷资源外放后，对区内走势存牵制，不过 4

月份大连西太计划全厂检修，区内日均供应量将缩减千余吨，利好业内心态；需求

方面，东北区内供暖期陆续结束，下游对民用气需求将有所回升，采购周期缩短炼

厂出货压力可控，综合来看，4 月份东北液化气市场震荡上行，预计 4 月份东北民

用气主流价在 3700-4300 元/吨，醚后碳四主流价在 4200-4600 元/吨。 

 

【西北地区】 

3 月份，西北液化气均价为 2748 元/吨，较上月下跌 154 元/吨，环比跌幅 5.29%。

区内液化气市场先抑后扬，量少支撑价格走高。上旬，西北市场需求热情一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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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市场涨后存看跌预期，抑制西北操作热情，当地价格下跌与外围拉开明显价差。

中旬之后，永坪装置检修导致延炼民用气外放量减少，市场炒作热情迅速升高，陕

西、宁夏价格快速上推，但目标市场价格上涨乏力，限制高位续涨空间。西南成都

地区货源较多，受新疆低价货源冲击，成交表现偏弱。截至月底，西北液化气指数

3648 点，较上月末涨 109 点，西南液化气指数 3892 点，较上月末跌 21 点。供需方

面，3 月西部液化气平均日商品量在 9059 吨左右，本月永坪炼厂检修，延炼资源量

折半，同时醚后碳四主自用，外放量极低。下旬内蒙神华停车检修，预计为期 2 个

月。市场心态波动明显，短线仍是刚需采买支撑，逢低补入操作，并无长线集中补

货意向。卖方心态表现尚可，整体供应面压力不大，但由于保证出货为先。 

4 月展望：4 月 CP 小涨对南方市场存提振，且西北部分炼厂检修，主营民用气

外放量支撑心态，预计 4 月上旬西北市场价格维持高位运行。随着炼厂检修结束，

市场供应量增加，以及外围市场预期看弱牵制，中下旬市场或存下行。预计 4月份

西北民用气主流 3800-4200 元/吨，西南 4100-4400 元/吨。 

     

 

市场分析预测 

3 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呈现震荡走高的态势。本月上旬，虽然欧佩克有望延

长减产协议的消息一度提振油价上行，但与此同时利比亚沙拉拉油田恢复正常生产

带来供应上升的可能，限制了油价部分涨幅。中旬，沙特有意延长减产计划，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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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原油进口量攀升有效提振原油需求，加之委内瑞拉持续五天的大规模停电也阻碍

了该国的石油出口，多重利好提振油价走高。下旬，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及市

场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令油价上行受挫，但美国原油库存季节性下滑对油价

构成支撑，多空交织下油价窄幅震荡。本月 WTI 均价为 58 美元/桶，环比上涨 3.02

美元/桶，或 5.49%；布伦特月均价为 66.91 美元/桶，环比上涨 2.48 美元/桶，或

3.85%。2019 年 4 月份，原油市场整体将保持震荡的节奏，并有望突破 60 美元/桶

的关口。由于国际政治因素较多，国际原油市场虽然依旧震荡，但不排除继续上冲

的可能，预计 WTI 的主流运行区间 55-62 美元/桶，Brent 的主流运行区间为 65-72

美元/桶。 

供需方面，4 月份国内液化气产量预计 267.73 万吨，日均产量约为 8.92 万吨，

预期环比上升 3.6%。目前，大连恒力一体化装置全流程已打通，但部分 LPG 产品不

合格并未外放，4 月有望正常出货，届时国内产量将有大幅增加。另外，中海油惠

州、扬子石化、长岭炼厂、延安炼厂及部分地方炼厂将逐渐恢复开工，整体市场供

应量呈增加趋势。进口气方面，4 月份预计进口量在 150 万吨左右，进口总量保持

平稳状态。需求方面：民用气方面，短线市场或在 CP 走高的带动下，下游将掀起一

波补货小高峰，但进入 4 月以后，国内气温将逐渐升高，终端用气量存下降预期。

工业气方面，汽油需求好转，且部分深加工单位检修陆续结束，国内工业气需求相

对平稳。 

沙特阿美公司4月CP公布，丙丁烷价格整体上调。丙烷为515美元/吨，较上月上

调25美元/吨；丁烷535美元/吨，较上月上调15美元/吨。长约货丙烷折合到岸成本

在4049元/吨左右，丁烷4197元/吨左右。进口成本继续增加，对短期市场将带来利

好提振，国内市场存小涨预期。但国内主营炼厂检修结束及大连恒力的外放量增多，

在气温逐渐升高，终端需求下降的预期下，将给市场带来严峻的考验。而进口量预

期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位，整体市场供应面压力偏大。预计4月全国市场或呈现先扬后

抑的走势，空头消息或主导中下旬市场。工业气方面，随着人们出行半径的增加，

国内汽油需求也有所好转，但国内成品油供应充足，加之消费税下调 3%，成品油零

售价下降将影响调和油原料的走势，原料气市场受限推涨阻力或较大，但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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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仍是利好支撑。4月初在CP及原油的双重利好下，华东液化气市场将有短暂的上

调，涨幅将在100元/吨左右；从月中开始，受终端需求逐渐萎缩的影响，价格将进

入下行通道，累计跌幅将在200元/吨左右。下月东北民用气市场喜忧参半，大连西

太检修，区内资源供应量减少；但可替代资源供应量增加，又冲蚀了供应面的利好，

预计市场价格多弱势盘整；醚后碳四资源供应量减少幅度有限，需求面相对乐观，

后市或稳中小涨，预计涨幅50-100元/吨。下月华北液化气市场虽然需求面投机性或

一般，但不可忽略区内供应面收窄带来的利好，同时清明及五一假期前存在补货操

作，或能一定程度上提振市场。因此，4月份来看利好偏多，华北液化气市场大势存

在走高的预期，期间或大概率出现阶段性回落行情，但整体涨幅预计仍在100-150

元/吨。 

 

相关要闻 

1、油、电、天然气价格迎来全面下调 

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自 4 月 1 日起，降低成品油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天

然气基准门站价格、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其中，广东地区 92 号汽油（ⅥA）

油价下调为 6.89 元/升，下调 0.17 元/升，95 号油下调为 7.46 元/升，下调 0.2 元

/升。 

油价 3 月 29 日刚刚迎来上涨，4月 1 日又迎来下调。国家发改委 3月 29 日表

示，成品油增值税率由 16%降低至 13%。据此，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

降低 225 元和 200 元，自 2019 年 3 月 31 日 24 时起执行。 

对于消费者来说，随着油价下调，清明假期自驾出行将会省下一笔钱，加一箱

油大约节省 10 元。 

此外，按照国家发改委发文规定，电价、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均迎来下调。 

 

2、达飞与中船集团再签大单 引领航运能源转型 

全球航运和物流领导者法国达飞集团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在巴

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及 10 艘 15000TEU 超大型集装箱船建造合同。双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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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共建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开发更高效、更环保的集装箱船只。达飞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鲁道夫·萨德和中船集团董事长雷凡培出席并签署协议。 

据悉，这批集装箱船计划自 2021 年起交付。其中 5 艘将由液化天然气提供动力，

这是一项技术突破，可显著减少二氧化碳、硫、微粒和氮氧化物的排放。其余 5 艘

船将配备混合洗涤器以消除硫排放。 

2017 年，达飞集团曾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购买了 9 艘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大型集

装箱货船。 

达飞集团是首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法国公司之一，也是中国航运业的领导者之

一。目前，达飞集团在中国拥有 3000 名员工致力于海上运输活动，提供 130 条航线

服务，挂靠 14 个中国港口。据悉，每一个小时都有一艘达飞旗下的集装箱船从中国

出发驶向世界各地。 

达飞集团一直致力于减少碳排放和环境保护。达飞集团已在 2005 年至 2015 年

间将每集装箱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 50%，并承诺到 2025 年再减少 30%。仅

在 2017 年，达飞集团就实现了 10%的减排。该集团在 2017 年 11 月宣布了一项全球

创新，决定用液化天然气为未来 9 艘 2.2 万 TEU 集装箱船提供动力。与重油相比，

液化天然气的使用可以减少 99%的硫和细颗粒物排放，减少 85%的氮氧化物排放，减

少 25%的二氧化碳排放。 

达飞集团在中国还开展了其他合作。例如，在集装箱制造方面，每一个新造的

达飞集装箱都出自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达飞集团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开展合

作，发起了全球最大的海运联盟“海洋联盟”，最近将合作期延长至 2027 年；同时，

达飞集团通过旗下合资子公司 TerminalLink 与中国招商局在各主要港口码头都有

密切合作关系；此外，达飞也通过基华物流加强在中国物流行业的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