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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聚烯烃产业调研 

 

报告摘要：  

调研背景： 

为了解当前国内 PE、PP 产业的现状，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大连商品交易所联合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于 10 月 30 日-11 月 3 日组织开展对国内主要石化企业（华北

地区）调研考察。我们借此机会也顺便了解下，环保对聚烯烃上下游产业链的影响情况。 

 

调研对象： 

5 家聚烯烃生产企业（其中 3 家炼化一体）、2 家下游薄膜生产企业。 

 

调研结论： 

1、生产方面，聚烯烃上下游当前开工都比较高，一方面下游处于相对旺季，另外此

次调研对象不管上游还是下游都是行业的龙头企业，在产业升级淘汰过程中属于受益群

体。 

2、销售模式上，即便是行业的龙头企业，产品直销比例仍受制于下游小而散的特点，

更多还是需要贸易商参与，因为贸易商在发票、账期方面的灵活性更受终端用户青睐，

款到发货特性只能针对同样规模的大公司。 

3、加工费方面，部分炼化一体企业对于 PP 粉料加工费有更低的容忍度，通常粉料

加工费小于 250，才会考虑减产或者停产，直接卖丙烯，产销相对灵活。 

4、环保因素对于聚烯烃下游影响大于上游： 

聚烯烃上游企业相对大型，集中度更高，环保影响更多体现在增加运营成本方面，

因为此前环保装置升级改造投入了大量资金。 

下游企业相对小而散，环保对下游影响更为直接，交流中我们有了解到一些环保压

力比较大的地区，销售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小厂要求直接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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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背景：  

为了解当前国内 PE、PP 产业的现状，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大连商品交易所联合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于 10 月 30 日（周一）-11 月 3 日（周五）组织开展对国内主要石化

企业（华北地区）调研考察。我们借此机会也顺便了解下，环保对聚烯烃上下游产业链的

影响情况。 

 

调研对象： 

5 家聚烯烃生产企业（其中 3 家炼化一体）、2 家下游薄膜生产企业。 

 

调研目的： 

1、 实地参观聚丙烯、聚乙烯生产工艺，了解原料来源、PE、PP 生产情况。 

2、 了解地炼企业炼化一体状况，原油进口权的放开对下游 PP、PE 的影响。 

3、 参观薄膜生产线，了解 PE、PP 下游产销、库存情况。 

4、了解环保检查对上下游企业生产及销售情况的影响。 

 

调研情况： 

1．齐鲁石化隶属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主要生产成品油、沥青、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各种牌号 120 多种石油化工产品。

齐鲁石化塑料厂共有 6 套生产装置：14 万吨/年 1#高密度聚乙烯、25 万吨/年 2#高密度聚

乙烯、10 万吨/年线性低密度聚乙烯、7 万吨/年聚丙烯、14 万吨/年高压聚乙烯、20 万吨/

年苯乙烯和 200 吨/年气相法全密度聚乙烯中试装置。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定为高端料，专用

料为主的市场，PE 中重点发展诸如茂金属，高密度，低密度的专用产品。 

环保方面，作为大型国企，近几年来集团连续投入了近三十亿资金用来进行环保升级，加

之塑料厂本身相对环保，开工受环保测评影响较小，不过炼油装置有小幅降幅，涉及丁苯

胶生产线有停工。常规例检四年一次，检修时间为 45-60 天不等。不过，环保使得企业运

营成本增加，譬如，过去污水处理费用由原先的 2 元/吨升至 15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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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下游企业有受环保影响，会间接增加本企业销售成本，齐鲁的烧碱客户主要是齐鲁

周边的片碱厂，因为环保使得周边片碱厂无法达标而停产，使得销售端不得不由省内向省

外转移，原先只需通过管道形式运输，现需要运送至省外，增加运输成本，一定程度上加

大销售难度。 

因此，对于供暖季开工齐鲁并不乐观，因为区域集中的化工企业较多，虽然单个企业的指

标达标，但是区域的排放指标未能达标，也会被迫错峰生产或停产。 

 

2．山东寿光健元春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集装袋 1 亿条、塑编袋 500 多万条、彩印袋、复膜袋、纸塑复合包装材料 2000 吨、

工业用各类包装膜 1 万吨、食品包装膜/高档农用薄膜 5000 吨、聚丙烯粉料和改性塑料等

大型塑料、化工专业生产企业。企业近些年来，往高端塑编及农膜方向发展，近年来订单

需求旺盛，扩能需求大，有考虑上市。 

原料采购 1/3 合约货+2/3 贸易商现货模式，PP/PE 各 2000 吨。 

塑编 80%出口美国，膜 80%内销。 

环保影响，作为龙头企业，其环保的工作一直在持续跟进，且生产工艺在全国是领先的，

相对生产开工受影响较小。不过交流中我们了解到目前销售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小厂均受

环保影响而关停，就塑料下游企业规模小而散的特点而言，供暖季塑料需求肯定是会受到

影响。 

 

3．山东地炼——鲁清石化 

以原油炼化为主，拥有 500 万吨常减压装置，二次加工能力达到 1000 万吨，包含焦化，加

氢等多套装置，产成品以成品油为主，PP 粉料为辅，装置产能 20 万吨。新投产的 100 万

吨乙烯装置预计年底或明年初投产。 

250 万吨原油进口配额，有专业的期货部门负责布伦特市场锁价，PP 套保、套利以及其他

品质投机交易也有涉及，私企期货操作相对灵活。资金投入规模不多，主要考虑是通过少

量的交易来把握市场的方向和趋势，以有利于自身在现货市场的定价。 

PP 粉料采取每日定价，参考期货、现货供求定价。粉料加工费小于 250，也会考虑减产或

者停产，直接卖丙烯，生产同样灵活。 



华泰期货|调研报告                          

2017-11-06                                                                  4 / 7 

环保方面，企业将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屏立于企业门外，供大家查看，以方便环保部对企

业的检查和监测。对于“2+26”城市区域贯彻落实《攻坚行动》，鲁清坦言，若供暖季出现

严重雾霾天气，也将面临被迫减产的风险。 

 

4．东方宏业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2 日，8 周年。初期主要液化气深加工，周边炼油企资源丰富，由液化

气制丙烯，乙烯。2013-14 年，探究新材料，技术提升。目前企业 PP 产能 45 万吨，15 万吨

粒料，15+8+7=30 万粉料，总共四套装置。同时研究高端产品、为下游定制化服务。目前

企业计划再投 PDH 项目，计划上主板，已经连续 3 年盈利。 

丙烯来源：1/3 自产+2/3 外采，进口、周边地炼都有。产品定价首先参考期货，其次原油

和丙烯；品质好，PP 相对周边市场溢价 30-50 元，春节前后企业也会通过现货预售的方式

来形成现货的远期销售。 

环保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来看，相对较小，企业在各方面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做到工厂运

行企业烟囱不冒烟，污水零排放。但由于周边化工企业较多，如果所在地区总体排放不达

标，则企业也面临被暂停生产的问题。 

 

5．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 

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沙特基础工业投资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

中沙各 50%股份。公司拥有 8 套先进工艺技术和世界级规模的主要生产装置，其中 100 万

吨的乙烯装置属于世界级规模，45 万吨的聚丙烯装置世界单套生产能力最大，30 万吨的高

密度聚乙烯装置和 30 万吨的线性装置。 

三废处理达标，环保政策对他们的生产影响并不大，今年各个品种基本上都是 100%开工，

仅在 8 月全运会期间因危险品运输受阻 2%降负，不过聚烯烃不在此列。问及采暖季受到总

排放量的限制，中沙表示会和政府争取，尽量不影响生产。 

订单直供 70%，明显高于其他烯烃企业，高品质产品为高品质大户需求直接，大品牌洗衣

机、汽车改性企业等。30%贸易商主要代理通用料，款到发货，一些终端散户因发票及现

金流问题必须选择贸易商。 

定价体系也比较完备，随行就市，现货市场预判为主，会参考期货，现货+合约客户双向

选择。 

整个石化体系，尽产尽销，低库存运作，销售辐射周边及华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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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炼油装置 23 套、化工装置 24 套、化纤装置 3 套。其原油一次加工配套能力 1250 万吨/年，

乙烯能力 20+100 万吨/年（含合资公司）。当前主要的生产装置包括设计能力 20 万吨的乙

烯装置、设计能力 12 万吨的 LLDPE 装置以及设计能力 6 万吨的聚丙烯装置。天津石化后

期规划建设 20 万吨的聚丙烯装置。 

近两年生产重点转向新产品和专用料 70%，以替代进口为主。由于有煤化工的冲击，石化

低端料市场比价优势差，加之有时聚乙烯价格倒挂乙烯单体，因此如果只生产中、低端牌

号产品，效益会差很多，而生产高端料比较好。 

此外由于天津石化乙烯装置产能偏小，小装置在调整牌号方面更具优势，过渡料浪费较少。

天津石化在新产品、高端料的研发上投入较大，涉及装备改造的投入在千万元以上。 

 

7．天塑科技集团第二塑料制品厂 

天津二塑目前是农膜领域仅剩的纯国有企业。原料主要是聚乙烯包括线性、高压、茂金属、

EVA，中沙天津石化供应 60%，每周定价。贸易商供应 40%，市场价一单一谈。 

产品定价，赚加工费，价格波动幅度不大。高档膜甚至年度调价，1000 毛利低的地膜必须

随原料波动，且要严格控制损耗，纯利润很低 100。 

环保方面，大企业工业包装膜都不错，小企业因环保关闭，雄县回料厂全停，去年白天停

晚上干，现在不行啦，不达标企业必须停。地膜 4 月开始环保检查，旺季没特别表现，往

年旺季特征明显，刚需。地膜生产主要是废气，废水还好回料通常用在地膜，现有可降解，

感觉进口植物可降解比化工可降解靠谱，但贵。 

专用料市场份额增加，茂金属成本仅+200，售价至少+800？ 

没参与期货，以销定产，风险敞口较小，但感觉期限联动性很高，期货价格波动影响现货

交投心态，有参与必要。不过也坦言相比期货风险，国企领导对于稳定生产更有把握。 

 

调研总结： 

1、生产方面，聚烯烃上下游当前开工都比较高，一方面下游处于相对旺季，另外此次调研

对象不管上游还是下游都是行业的龙头企业，在产业升级淘汰过程中属于受益群体。 



华泰期货|调研报告                          

2017-11-06                                                                  6 / 7 

2、销售模式上，即便是行业的龙头企业，产品直销比例仍受制于下游小而散的特点，更多

还是需要贸易商参与，因为贸易商在发票、账期方面的灵活性更受终端用户青睐，款到发

货特性只能针对同样规模的大公司。 

3、加工费方面，部分炼化一体企业对于 PP 粉料加工费有更低的容忍度，通常粉料加工费

小于 250，才会考虑减产或者停产，直接卖丙烯，产销相对灵活。 

4、环保因素对于聚烯烃下游影响大于上游： 

聚烯烃上游企业相对大型，集中度更高，环保影响更多体现在增加运营成本方面，因为此

前环保装置升级改造投入了大量资金。 

下游企业相对小而散，环保对下游影响更为直接，交流中我们有了解一些环保压力比较大

的地区，销售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小厂要求直接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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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此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送发给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此报告而使华泰期货有

限公司违反当地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受制于的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国家

或其它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所有此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均属华泰期货有

限公司。未经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下，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此报告的材

料、内容或其复印本予任何其它人。所有于此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华泰期货

有限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此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查照之用。此报告的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

的投资建议，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此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华泰期货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负任

何责任。并不能依靠此报告以取代行使独立判断。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

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或联营公司的立场。 

此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我们建议阁下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独立投资顾

问。此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投资或策略适合或切合阁下个别情

况。此报告并不构成给予阁下私人咨询建议。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2017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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