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 

 1 
 

液化气市场周分析报告 

2019 年 4 月 1 日–4 月 5 日 

一、 国际液化气市场简析 

本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呈现上行走势，WTI 与布伦特周均价较上周大幅上

涨，对油价起到提振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WTI 站稳 60 美元/桶关口，

提振市场信心；其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的联合

减产行动为油价提供着强劲支撑，沙特希望延长减产从而将油价推升至 70 美元

以上，而俄罗斯能源部长 Novak 也表示，俄罗斯遵守了 OPEC+减产协议；其三，

3 月中国制造业活动扩张幅度终于强于预期，这令市场对经济放缓的忧虑有所缓

解；其四，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公布数据显美国石油活跃钻井

数连续六周下降，这是 2016 年 5 月来最长的连降周期；其五，相关信息显示，

美国正考虑加强对伊朗制裁力度，这将进一步打压该国的原油出口。另外，周内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称，欧佩克增加原油供应非常重要。全球原油市场很脆弱，

油价太高了。此次是特朗普 2019 年以来第二次针对油价在推特上向欧佩克喊话，

但是市场对此反应较为平淡。本周，WTI 原油期货合约周均价环比上周 59.52美

元/桶上涨 2.84 美元，至 62.36 美元/桶，涨幅 4.77%。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周

均价环比上周 67.84 美元/桶上涨 1.65 美元，至 69.49 美元/桶，涨幅 2.42%。 

本周国际现货价格先抑后扬。4 月 CP 出台如期上涨，但因 5 月 CP 预期低于

4 月 CP，后市看跌，周初国际现货一度大跌。但周内国际原油接连上涨推动，以

及市场买兴上升，中东 FOB和 CFR 远东价格均大幅走高。远东冷冻丙烷到岸价格

涨 7.74 美元至 506-542 美元/吨，丁烷到岸价格涨 15.94 美元至 539-579 美元/

吨；中东冷冻货丙烷离岸价格跌 12.4 美元至 485-519 美元/吨，丁烷离岸价格跌

11.4美元至 505-539美元/吨；华南地区冷冻货丙烷到岸价跌 9.2美元至 520-562

美元/吨，丁烷到岸价跌 8.2 美元至 540-582 美元/吨。 

市场需求方面，在珠海和汕头拥有冷冻库的某泰国进口商与某中国进口商被

认为可以购买 5 月上半月到现货，但因缺乏积极卖家，这些买家也未提示询盘水

平，采取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商谈停滞。另一方面，有业者指出由于 5月

上半月到日本的非美国丙烷/丁烷货需求坚挺，中国到货价格今后也有可能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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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烷到日本价格而上涨，某买家有意购买 5 月到丁烷货。 

市场供应方面，卡塔尔 QPSPP 通知了 5 月合同货装船计划，部分业者称因预

期 5 月/6 月装船货市场表现为后市看跌，用户希望船期集中在 5 月上半月，受

此影响，5 月合同货装船计划出现大幅推迟。某日本进口商称其丙烷/丁烷比例

货被推迟了 10 天左右，也有消息称个别用户的船期被推迟了 20 天左右。虽然

QPSPP 没有限制装船量，但因库存低位，其并未有出售现货迹象，但有业者称

QPSPP 在 2 月末出售过 3 月末和 5 月末装船现货。 

 

 
（注：图中价格除 CFR 华南混合液化气为压力货外，均为冷冻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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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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大幅走高，市场交投活跃。3 月底，CP 超预期上涨

给市场带来有力提振，进口气成本升高，炼厂方面亦表现积极，主营炼厂带头连

续推涨刺激下游采购热情，下游跟进积极，本周国内整体交投氛围良好。原料气

方面，受国际油价连续推涨带动，油品市场价格走高，而原料供应本就不足，市

场迅速上涨，但由于深加工单位盈利情况一般，制约了原料气的涨幅。截至周五，

全国液化气指数 4229 点，较上周上涨 154 点。本周国内液化气日均商品量约为

6.37 万吨，较上周环比下降 2.50%。本周山东地区的东方华龙和富宇化工恢复出

货，而山东地区的中海油龙口临时停出，东北大连恒力外放量有所下降，故本周

国内液化气供应量有所下降。 

华南地区：本周华南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40 元至 4000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跌后回涨，下游买涨采购热情良好，整体涨大于跌。上周末华南

受粤西量多压制，中石化单位集体下调 100-150 元/吨；但 4 月 CP 出台上涨提振，

进口商心态向好，成交率先上推，两者价差拉大，周内中石化单位积极追涨价差。

另外，国际现货持续推高，又逢清明节假来临，周四中石化单位再度提前调涨，

助推市场，购销表现温和。供应方面，茂名石化民用气外放量缩减，销售压力减

轻；中海油惠州一期仍在检修，或推迟至中旬结束。截至周五，珠三角主流

4150-4300 元/吨，粤西主流 4050-4200 元/吨，粤东主流 3950-4290 元/吨。清

明节假前，华南主营单位已提前调整价差，码头方面价格已偏高位，动力不足，

预计节间期间平稳过度为主。节后下游存一小波补货需求，预计稳中部分或有小

涨可能，但幅度有限。 

华东地区：本周华东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171 元至 4345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上行为主，市场氛围良好。本周 4 月 CP 出台上调，进口成本增

加，支撑码头推涨心态。同时本周码头到岸量较少，进口库存多在低位运行，进

口商多存挺价心态，本周后期受成本及低库支撑进口气报价宽幅走高，局部推涨

300 元/吨，带动区内氛围。进口气宽幅上涨，拉大与国产气价差，同时主营下

水频繁，多限量销售，区内炼厂库存压力暂无，下游也多存看涨心态，整体交投

情况良好，本周国产气走高为主。原料气方面，调油市场持续弱势，烷基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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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窄，本周有小幅让利。华东地区民用气主流参考 4100-4350 元/吨，醚后碳四

4100-4910 元/吨，华东地区进口丙烷 4450-4500 元/吨，比例气 4400-4450 元/

吨。下周，码头到船较为集中，进口销售存有一定压力，续涨动力略显不足，预

计码头或高位整理为主。国产气方面，下游节前补货到位，下周多以消化库存为

主，同时目前价位偏高，卖方推涨乏力，预计下周华东地区或呈横盘整理走势。 

华中地区: 本周华中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下跌 17 元至 4133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本周多有不同程度走高。本周原油价格坚挺，另外 4 月 CP 超预

期走高对市场有一定程度支撑，下游补货热情较好，另外周边市场价格普遍偏高，

对华中冲击不大，长炼以及九江石化供应量不大也一定程度支撑卖方操盘，但荆

门石化供应量大增却给予华中明显压制。荆门当地深加工单位开工不佳，停工或

减产，荆门石化大量醚后碳四混入民用气中销售，极大填补了华中的供应缺口，

并于上周日大跌排库，价格明显低于周边。因此本周尽管华中随周边市场出现一

定程度反弹，但上调幅度较为谨慎。截至周五，华中民用气主流 4050-4300 元/

吨，安徽深加工单位 4250-4350 元/吨，醚后碳四 4100 元/吨，醚前碳四 4150元

/吨。华中主力单位库存无忧，周边市场价格偏高对区内无冲击，但荆门量大一

定程度补足区内缺口，预计下周稳中部分仍有小涨可能，但动力略显不足。 

华北地区: 本周华北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94 元至 3920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呈现稳步上扬的态势。民用气方面，前期区内有厂家产量略有下

降，供应面缩小支撑下成交小幅上扬，待 4 月 CP 超预期走高出台后市场推涨积

极，下游买涨入市交投氛围较前期明显好转，本周整体成交氛围良好；原料气方

面，前期因增值税税率下调，汽油交投疲软成交弱势走跌，受此压制区内原料反

弹受限，低供支撑下走稳出货，而后期国际原油接连大涨，适逢清明节前下游存

补货操作，成交上涨。截至周五，醚后碳四主流成交价在 4250-4410 元/吨，民

用气河北地区主流成交价在 4160-4300元/吨，河南地区主流成交价在 4250-4350

元/吨。原料气方面，清明节将至，一方面汽油补货结束后出货转淡，目前深加

工利润薄弱，另一方面市场原料供应偏紧，故预计下周前期走稳出货，节后归来

后随着下游补货预计市场仍有小幅上推；民用气方面，目前区内高位资源成交价

已相对偏高，且下游补货后仍需时间消化，预计下周前期暂稳盘整，后期高位或

有走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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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区: 本周山东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133 元至 4373 元/吨，

区内液化气呈先稳后涨之势，市场氛围好转。具体来看，本周周初民用气大势走

稳，交投氛围一般，下游消耗自身库存观望为主，中期 CP 出台大幅上涨，中石

化单位连续上推，带动市场氛围，其他厂家跟风走高，购销氛围明显好转，卖方

库存压力缓解。原料气市场来看，本周周初调油市场表现低迷，压制原料气走势，

炼厂持稳出货，成交尚可，周后期国际原油大涨提振，原料气乘势连续上行，深

加工入市积极。截至周五，区内民用气主流价格在 4100-4300 元/吨，醚后碳四

主流在 4550-4650 元/吨。民用气市场来看，下游集中补货后热情有所下降，对

后市信心不足，预计下周民用气或盘整为主，高位不乏有回落可能。原料气市场

来看，深加工利润显弱，原料气延续推涨空间不足，预计下周原料气或陆续或稳。 

东北地区: 本周东北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180 元至 3580 元/吨，

区内市场大面上行，交投氛围表现良好。供应方面，大连恒力投产后少量资源外

放，不过大连西太于 3 月底检修停工，民用及原料大幅缩减千余吨，区内供应下

降利好市场走势；需求方面，4 月 CP 走高出台提振下游心态，且逢清明假期，

下游补货氛围回升，炼厂走量顺畅心态向好，成交积极推涨。截至周五，大庆地

区民用气成交价在 4110-4452 元/吨，辽宁地区民用气成交价在 3800-3910 元/

吨。东北市场节间考虑物流运力下降，下游多以消化库存为主，节后需求回升给

予市场一定提振，不过市场实质接货力度有限，且外围行情利好不足，预计下周

东北市场略有推涨，但涨幅有限。 

    西部地区: 本周西部地区液化气市场周平均价格上涨 80 元至 2980 元/吨，

区内液化气市场表现较好，价格多有不同程度走高。西北整体销售压力不大，永

坪虽然检修基本结束，但延炼产量仍未恢复，原油以及 4 月 CP 出台对市场心态

支撑明显，而周边市场上涨预期也带动西北价格走高，本周陕西、宁夏等地多出

现 100-200 元/吨的涨幅。而西南地区受新疆价格走高带动也出现不同程度走高，

但受制于当地需求以及三级站库存，前期表现谨慎，下半周价格走高较为明显。

截至周五，陕西价格主流 4100-4140 元/吨，成都价格 4300 元/吨。西北周五稳

中部分走高，整体表现温和，当地炼厂供应量不大销售相对平稳，不过区内价格

较周边偏高且临近假期，预计短线价格稳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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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供求简析 

进口方面：本周，中国进口气码头到货共计 29.5 万吨，环比上周上涨 25.3%，

其中华南码头到货 6.4 万吨，华东码头到货 18.7 万吨，华北码头到货 4.4 万吨。

进口成本在 3850-4154 元/吨左右，主流成交价格在 4150-4300 元/吨左右。国内

码头进口气到船暂不集中，各单位库存压力可控。 

    炼厂供应：本周，国内液化气平均产量环比上周减少 1.15%。本周东北大连

西太和锦州石化全厂停工检修，大幅影响市场资源供应量。山东龙口装置短期检

修，恢复时间未定，华龙、富宇资源恢复外放。下周来看，齐鲁石化前期检修装

置预计恢复，但对液化气资源量影响有限。延炼装置外放量仍未正常，不排除存

在波动预期。其他装置方面暂无明显调整计划，炼厂大型检修集中在 4 月下旬，

上旬新增计划不多。 

需求方面：南方地区，卖方整体调整意愿有限，多有意平稳度过，下游来看

市场并无绝对需求利好支撑，多将以按需购进满足日常所需为主。北方地区，民

用气方面，本周低价资源得到下游用户的青睐，入市较为积极，价格相对高位的

资源，多以消耗库存为主，需求面相对疲软；醚后碳四方面，目标市场烷基化装

置开工率相对较高，市场需求面相对稳定，市场心态相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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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口利润估算 

 
本周，中国进口气码头到货共计 29.5 万吨，环比上周上涨 25.3%，其中华

南码头到货 6.4 万吨，华东码头到货 18.7 万吨，华北码头到货 4.4 万吨。进口

成本在 3850-4154 元/吨左右，主流成交价格在 4150-4300 元/吨左右。 

 

三、后市分析 

下周来看，油价有望高位盘整之后再度冲高，布伦特70美元/桶价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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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为主的市场氛围之下，对冲基金加大看多押注并创2019年以来新高。此外，

偶发的因素并不能改变原油整体去库存的趋势，仅是将降库存的时期延后，市场

关注的美国原油库存难以再度大幅增加。这些均是后市看好油价上涨的利好因

素。当然，对于风险利空而言，最主要的依然是特朗普推特油价问题。供应紧张

以及印度需求坚挺支撑着中东FOB市场，美国方面预计本周末再度发生大雾，装

船作业预计推迟，因此供应依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有意销售现货的部分卖家

持看强态度，预计下周国际市场表现坚挺。 

供应方面，华南中海油惠州炼厂一期检修，其他装置暂无检修计划。主营炼

厂方面生产供应正常，码头方面前期到货充足，下游来看多已完成小长假备货，

且暂无明显大幅需求的提升，多以按需补仓为主。华东地区无新增检修，金陵石

化攒量发船暂不向散户开单，区内商品量小幅减少。下周华东地区无新增检修，

供应量看稳为主。东北区内大连西太和锦州石化全厂停工检修，市场资源供应量

锐减；下周区内暂无开停工计划，预计供应量稳定。华北区内装置运行正常，液

化气供应量相对稳定。下周来看，区内装置暂无新增停工及恢复预期，华北液化

气供应水平预计波动不大。 

需求方面，清明假期期间调油品下游将处于消化库存期，需求有限，届时对

原料的需求力度将会放缓。假期结束后，调油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的补货，对原

料气将会形成需求支撑。同时，下周民用需求或将转淡，节后按需采购为主。整

体来看，下周国内国内液化气市场来自需求方面的支撑相对有限。 

短线来看，下游节前备货结束，整体库存普遍升高，加之假期运路不畅，市

场或保持淡稳行情。目前国内需求面偏弱，而进口成本较高，后期市场走势略显

胶着，预计下周市场横盘整理居多，局部窄调。原料气市场走势受油品影响明显，

目前深加工利润偏低，将制约后期原料市场的走势，预计下周市场短线或有小涨，

周中后逐渐回稳。华南、华东地区价格以走高为主，受4月CP上调支撑，业者心

态坚挺，市场氛围良好。但目前价位偏高，且码头到船较为集中，市场供应增加，

卖方推涨动力不足，短线以稳为主，三级站按需采购。山东地区民用气止涨回稳，

氛围略有转淡。市场利好逐渐消化，厂家心态欠佳或有让利可能，预计下周民用

气或稳中存弱，业者少量采购，适当观望。华北地区民用气近期推涨迅猛，下游

节前补货后仍需时日消化，预计下周前期稳定操盘为主，后期高位或有走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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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消化库存为主。东北区内量少利好市场走势，炼厂库存可控无压，而下游持续

接货力度有限，预计后市东北市场涨幅有限，三级站按需适度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