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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西北下调至 1900 后低价后签单顺利压往销区；关注久泰 

MTO 投产是否推迟 5 月底，鲁北下游 MTBE 检修（利华益 

40 万吨月底检修 40 天）；鲁南甲醛证全的仅部分开，环保

问题板材厂也关了些（山东省 4.9 起在全省开展为期 3 个月

的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影响

甲醛提负速率）。原定 4.10 苏北甲醛厂计划复工，江苏省化

工安全整治背景下复工仍缓慢，沐阳个别在开。北京 4.25-

4.27 一带一路会议，文安板材厂亦出现关停。 

✦ 港口维持负基差，冻结量部分消耗后或 5 月交割冲击现货市

场，或硬亏移仓成本展期至远月。本周江苏港口重新累库 

61.7 （ +3.5 ） ， 季 节 性 去 化 或 告 一 段 落 。 伊 朗 负 荷 ：

ZPC1#165 负荷 8 成，ZPC2#165 于 4.14 至 4.24 检修，

Marjarn165 六成，Keveh230 万吨上周四恢复至 6 成。 

✦        投资策略： 国内装置 5 月上旬将集中结束检修重启，负

荷恢复至高位；海外进口结束 4 月份的空窗期，5 月份进口

将放量；反观需求端，3 套烯烃装置陆续检修，即使久泰顺

利重启，需求端依然面临收缩，库存绝对量有望重回高位。

目前甲醇的状态是高库存、期货高升水、低利润。高库存和

累库预期给予做空的驱动，期货升水为做空提供安全边际，

偏低的利润决 定下行空间不大，并且利润越低，下跌的阻力

越大。如果利润持续偏低，但装置不降幅，供应端没有收到

丝毫影响，则库存矛盾无法解决，高库存继续打压利润，直

矛盾解决，此处前提是需求端没有增量希望（其他烯烃新装

置不提前投产）。所以目前甲醇任然偏空，建议投资者可空

09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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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1.1 甲醇期货： 

 

截止 4 月 26 日日盘收盘，国内甲醇期货 SC1909 跌 2.73%或 67 元/吨，收 2391 元/吨。成交

量方面，截止 26 日收盘，甲醇 SC1905 由于临近交割日，当日成交 59500 手。甲醇 SC1906 成交

106 手，SC1909 成交 2086430 手。甲醇成交量总体较上一日多 380770 手。 

5 月是仓单集中注销期，05 合约交割后现货流通量有望增加， 对现货形成压制，拖累期货下

行。但 05 合约交割后，如果期现套利 窗口打开，现货有可能再一次固定在盘面上，导致现货流通

量减少， 现货和期货得到支撑。 

 

二. 数据分析 

2.1 期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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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最新日期 最新值 上期值 

市场价(中间价):甲醇:华东地区 2019-04-26 2382.5 2382.5 

期货收盘价(活跃合约):甲醇 2019-04-25 2459 2444 

期现基差:甲醇(现-期) 2019-04-25 -76.5 -61.5 

 

 

 

指标名称 最新日期 最新值 上期值 

市场价(中间价):甲醇:华东地区 2019-04-26 2382.5 2382.5 

期货结算价(连续):甲醇 2019-04-25 2365 2354 

期现基差:甲醇(现-期) 2019-04-25 17.5 28.5 

 

 

 

 

指标名称 最新日期 最新值 上期值 

期货收盘价(连续):甲醇 2019-04-25 2365 2356 

期货收盘价(活跃合约):甲醇 2019-04-25 2459 2444 

跨期价差:甲醇(活跃-连续) 2019-04-25 9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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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月份，甲醇不少利多的支撑，比如国内甲醇春季集中检修；进口处在空窗期，进口

到港量偏低。这些利多对于甲醇高库存的现实而言好像没有太多意义，价格整体宽幅波动。进

入 5 月后，4 月的利多开始转化为利空，5 月上旬甲醇装置集中重启，恢复恢复至高位；进口

端在 5 月中下旬也将开始放量；部分烯烃装置的检修造成需求端的收缩；仓单集中注销期，现

货流通量增加。种种利空好像都集中 5 月份，多头能讲什么呢？可以讲久泰 MTO 装置有望顺

利运行，南京惠生装置开车前采购甲醇备货，甲醇利润比较薄弱，成本对价格具有支撑作用。

下面我们队这些观点逐一剖析。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甲醇> 2019.04.2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6/12 

 

 

 

 

 

 

 

 

 

 

 

2.2 供需分析 

 

 

 

 

甲醇内外价差（国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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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装置检修重启计划来看，5 月上旬是集中重启的时间，甲醇开工率有望提升至 70%附

近，同时意味着春检的结束，尤其是西北地区装置开工负荷或再次回升到高位，内地新一轮供

应压力开始出现。 

传统下游，甲醛负荷在安全大检查的背景下，负荷难以抬头；醋酸负荷有提升的空间，但

对甲醇 需求量有限，整体传统下游维持中性评估。 

 

2.3 进出口分析 

 

甲醇出口值                                                                         甲醇进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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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装置从 3 月 30 日负荷从低点开始回升，中东和东南亚的装置要更早些，3 月初负荷就开

始回升，按照船期来看，4 月下旬以后海外供应将逐步增加，因此 5 月份进口端或明显放量。另

外，伊朗一套 230 万吨新甲醇装置基本稳定运行，近期伊朗集中装港发货。就是按照八成负荷运

行、6 成货发往中国，每个月也将产生 10 万吨的进口增量。 

2.4 相关品种 

 

截止 4 月 26 日醋酸兖州国泰出厂价为 2840 元/吨，甲醇山东明水大化出厂价为

2305 元/吨，价差为 535 元/吨。 

 

甲醇与二甲醚价差（山东地区） 

 

甲醇与醋酸价差（山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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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4 月 26 日山东玉皇二甲醚出厂价为 3480 元/吨，甲醇山东明水大化出厂价格为

2305 元/吨。价差为 1175 元/吨。 

 

2.5 甲醇库存 

 

4 月份库存港口库存从 106 万吨降至 95 万吨，库存有所降低。对于 5 月份我们认为在进口端

恢复，国产春检结束，烯烃检修导致需求收缩的情况下，库存将重回高位。另外，太仓少数库区已

基本不再承接五月份的定罐业务，多数罐容已提前订满存放甲醇船货，剩余常州张家港等地 5 月份

罐容同样相对紧张。库容的紧张将导致现货流通量增量，尤其 5 月又是交割月，仓单集中注销期。   

 

甲醇市场价与出厂价价差（山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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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关市场信息 

3.1 商品信息 

1. 生意社：4 月 26 日福建地区甲醇市场稳定运行 

福建地区甲醇市场稳定运行，厦门和泉港商家报价集中在 2550 元/吨附近，需求有限，气氛清

淡。 

2．生意社：4 月 26 日两湖地区甲醇市场行情稳定 

  两湖地区甲醇市场稳定，湖北地区主流商谈 2320-2400 元/吨，低端主要工厂出厂价，高端部分

武汉贸易商报价；湖南地区部分商谈在 2470-2500 元/吨左右，多为长沙贸易商报价。 

3. 生意社：4 月 26 日重庆万盛甲醇报价持稳 

重庆万盛甲醇对外报 2350 元/吨，30 万吨/年甲醇装置正常，部分自用二甲醚。 

4. 生意社：4 月 26 日四川达州钢铁甲醇报价持稳 

四川达州钢铁甲醇对外报 2250-2270 元/吨，20 万吨/年焦炉气制甲醇装置正常运行；20 万吨/

年天然气装置停车及另一套 10 万吨/年焦炉气装置仍在停车，重启时间待定。 

5. 生意社：4 月 26 日东北地区甲醇市场盘整 

  东北地区甲醇市场盘整，黑龙江七台河煤制及焦炉气制甲醇企业主流出货价格 2300-2350 元/

吨，主销当地及吉林；主要贸易商对辽宁送到报价在 2200-2250 元/吨左右。 

 

四. 投资策略 

支撑 阻力 方向

MA1909 2391 2250 2510 弱势震荡 中性偏多

品种 收盘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3-6个月评

级

 
 

4.1 趋势研判 

商品投资评级与相关定义： 

未来一周评级：以报告发布日当天分析师（研究员）对未来一周内商品的预期涨跌幅

度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震荡：预期未来一周涨幅在-3%～3%之间；上涨/下

跌：预期未来一周涨幅大于 3%/小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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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3-6 个月评级：以报告发布日当天分析师（研究员）对未来 3-6 个月内商品的预

期涨跌幅度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买入：预期涨幅大于 15%；中性偏多：预

期涨幅在 5%～15%之间；震荡：预期涨幅在 -5%～5%之间；中性偏空：预期涨幅在 -

15%～-5%之间；卖出：预期涨幅小于-15%。 

 

4.2 品种小结 

国内装置 5 月上旬将集中结束检修重启，负荷恢复至高位；海外进口结束 4 月份的空窗期，5 

月份进口将放量；反观需求端，3 套烯烃装置陆续检修，即使久泰顺利重启，需求端依然面临收

缩，库存绝对量有望重回高位。目前甲醇的状态是高库存、期货高升水、低利润。高库存和累库预

期给予做空的驱动，期货升水为做空提供安全边际，偏低的利润决 定下行空间不大，并且利润越

低，下跌的阻力越大。如果利润持续偏低，但装置不降幅，供应端没有收到丝毫影响，则库存矛盾

无法解决，高库存继续打压利润，直矛盾解决，此处前提是需求端没有增量希望（其他烯烃新装置

不提前投产）。所以目前甲醇任然偏空，建议投资者可空 09 合约。 

 

5.3 风险提示 

内地春检高峰 4 月中已过，叠加久泰 MTO 开车或推迟至 5 月底，甲醛复工偏慢，内地再有阶

段性累库担忧；港口库存兑现季节性去库后，4 月下再度面临到港阶段性回升。 展望平衡表 4 月正

式进入小幅去库，然而进入 5-6 月外购 MTO 正常生产后平衡表仍小幅 累库，除非内地估值回落再

度引发额外减产，否则无明显持续去库驱动；后期关注，伊朗 marjarn 及 keveh 能否正常新增外盘

供应以及 6 月南京志诚 MTO 新增需求能否兑现， 前者正常开工可覆盖后者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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