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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近期行情回顾及后市展望 
 

本文主要回顾一下今年以来的 PVC 期货行情走势，重点针对 7 月下旬开始新一轮的上

涨行情，进行基本面再一次梳理，同时对后市进行展望。 

PVC 今年以来的期货行情走势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3 月底的下跌：一季度库存累积，上游生产旺季叠加下游需求弱势，使得库存持续增

加；春节后，库存创近几年新高，期价承压下行； 

3 月底-6 月中旬的上涨：二季度下游需求恢复叠加上游集中检修，库存开始加速去化，

期价受支撑； 

7 月中下旬的新一轮上涨：7 月份上游意外检修，使得产量较二季度减少更为明显，上

游原料焦炭及电石价格的上涨使得 PVC 成本支撑较强，下游库存低位，旺季来临之前，

下游有备货需求，同时国内宏观政策宽松带来的下游需求预期好转炒作。 

后市展望：因为后期检修减少，上游利润还能维持，开工率难以下降，产量将逐步增加 ；

下游短期季节性旺季仍可期待，但因房地产下行周期，PVC 远期需求堪忧。短期因为旺

季生产的来临，等待下游补库的结束，价格才有可能走完。因此 8 月后期价格将维持高

位震荡，四季度供需来看，供应增加叠加消费旺季过去之后，供需有转弱可能，四季度

或是布空时机。从价格来看， 1901 合约在 7500 元/吨上方，可以考虑少量布空。 

 

 

 

策略：等待抛空机会 

风险：库存去化力度加大，产量出现明显减少，宏观政策激发新的需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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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主要回顾一下今年以来的 PVC 期货行情走势，重点针对 7 月下旬开始新一轮的上涨行

情，进行基本面再一次梳理，同时对后市进行展望。 

行情回顾 

PVC 今年以来的期货行情走势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3 月底的下跌：一季度库存累积，上游生产旺季叠加下游需求弱势，使得库存持续增加；

春节后，库存创近几年新高，期价承压下行； 

3 月底-6 月的中旬上涨：二季度下游需求恢复叠加上游集中检修，库存开始加速去化，期价

受支撑； 

7 月中下旬的新一轮上涨：7 月份上游意外检修，使得产量较二季度减少更为明显，上游原

料焦炭及电石价格的上涨使得 PVC 成本支撑较强，下游库存低位，旺季来临之前，下游有

备货需求，同时国内宏观政策宽松带来的下游需求预期好转炒作。 

1-3 月底的下跌 

春节前半个月，阶段性供需进一步宽松，使得 PVC 价格压力较大。由于烧碱价格高企，使

得氯碱企业生产利润一直不错，导致上游 PVC 企业维持较高的开工率水平；与此同时，春

节假期前也是 PVC 上游生产相对旺盛的时期，使得 PVC 供应充足，库存持续累积。但因为

临近春节假期，下游需求开始步入淡季，我们看到 2 月份型材厂开工率缓步下滑，直到春

节前下跌至年内最低点；同时，从今年 2 月份的型材厂订单指数来看，市场订单情况相比

往年更差。PVC 期货价格在下游需求比较弱势的背景下，率先走了一波下跌。  

图 1： 下游型材开机率              单位：%  图 2： 型材厂订单指数               单位：无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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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VC 产量              单位：万吨  图 4： 上游 PVC 装臵开机率              单位：%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春节假期后，市场基本一致预期元宵节后下游会迎来一波需求复苏的上涨行情。因此，在

春节假期结束后，期货盘面率先演绎一小段下游消费预期向好的上涨行情，但元宵节后发

现，下游复产速度根本没有预期的快，PVC 社会库存累库速度超出市场预期，价格因此继

续承压下行，一直跌到 3 月底。整个 3 月份后半程的下跌都是需求复苏不力造成的，今年

较往年比较特殊的情况在于工人春节假期结束后回归岗位的进度较慢，大部分工人在 3 月

份之后才陆陆续续返工，当前由于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新一代年轻人观念的转变，

使得下游复工速度变慢，这在以后的若干年都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情况。 

图 5： PVC 上游库存              单位：吨  图 6： PVC 社会库存              单位：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3 月底-6 月中旬上涨 

直到三月底，工厂工人才基本到位，下游开工率开始回升，对于 PVC 价格的支撑效应才开

始真正显现。3 月 23 日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事件成了系统性风险，除农产品以外，工业品及

化工品均出现明显下挫，PVC 也在当时的商品氛围打压下走出了今年以来的新低，但其实

贸易战对于 PVC 的影响甚小，市场冷静之后，价格重新企稳，PVC 的上涨也真正从这时候

开始。这一波的上涨，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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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消费恢复 

我们从以上图 1、图 2 的下游型材厂开机率以及型材订单指数来看，下游消费开始恢复，且

从其他机构的下游消费调研数据来看，还有继续复苏可能。 

装臵集中计划检修 

4、5 月份计划检修的装臵比较多，使得供应阶段性偏紧，现货开始出现紧张局面，价格上

行，库存也做出正面反馈，步入加速去化阶段。4 月中旬，在检修及下游消费复苏双重利好

下，库存加速去化。据统计，4 月份检修的装臵产能中电石法大约 330 万吨，乙烯法 52 万

吨；5 月份预计要检修的总产能大约是 405 万吨。5 月份的检修产能较 4 月份有所增加，使

得供需将进一步偏紧，价格得到持续支撑。 

原油价格的强势带动 

期间，因为国际地缘政治的兴起，使得原油价格持续上行，对于整个化工品的氛围也起到

了良好的烘托作用。塑料、PP 在消费淡季，库存偏高位的基本面状态下，价格也被逆势带

上去。PVC 与其他基本塑料不同的是，自身阶段性基本面确实存在改善，库存虽然处于高

位，但阶段性去化很快，因此，整体化工品氛围的烘托对于 PVC 价格支撑更大。 

上游电石产量有缩减预期 

4 月中旬，内蒙鄂托克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鄂托克旗环保局、鄂托克旗环境国土资源局

联合发文《关于开展非煤矿山环境治理验收工作的通知》，从 4 月 16 日开始，鄂托克旗非

煤矿山全部停产，并对照治理标准进行全面自查，恢复开工时间暂时未定。内蒙鄂托克旗

是生产石灰石矿的主要产区，乌海及鄂尔多斯等地多从此地采购。据了解，该事件的短期

影响不大，主要是厂家的库存还够用，但如果停产的时间较长，后期的影响肯定会加大。 

环保题材还在持续发酵 

4 月底开始，环保检查又开始趋严，主要是接下来在山东召开的第十八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意义重大。该会议将于 2018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1 日在山东青岛举行。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

内生增速下行压力趋紧与外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双重压迫之下，寻求国际合作是我国发

展的重要突破口。因此，国家特别重视，环保检查也因此频频出手。此前以山东、湖北、

江苏和广东等为代表的省级环保检查工作密集展开，自 4 月底开始环保趋严态势将持续升

级。接下来环保组 5 月 15-20 日分别有两组进驻，一组进内蒙，一组进新疆进行检查。环保

事件使得市场对于 PVC 上游电石产能的担忧进一步加剧，PVC 的成本预期在上升，对于 5

月份之后价格上涨起到了直接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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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PVC 及电石产能增速              单位：%  图 8： 检修产能统计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7 月中下旬新一轮上涨 

经历 6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近一个月的整理之后，PVC 期货价格迎来新一轮上涨。最近这一

波上的支撑因素主要有：7 月份上游装臵意外检修，焦炭价格上涨，环保炒作，下游需求预

期炒作。 

7 月份上游装臵意外检修 

7 月份因为天气炎热，上游不少装臵出现意外，被迫停车。期间主要有山东信发一套 70 万

吨的装臵临时减产 70%，天津大沽一套 70 万吨的装臵意外停车，陕西北元 110 万吨的装臵

减产，负荷降一半；青岛海湾一套 40 万吨的乙烯法装臵意外停车等等。使得 7 月份的检修

损失量超过了二季度集中检修期的月均损失量，现货市场货源呈现偏紧格局。 

下游库存低位，有补库需求 

下游原料库存持续下滑，到 6 月份下游原料库存已经接近历史低位，随着后期金九银十的

到来，下游开始补库。7 月开始，下游大型型材及管材厂均开始补库，对 PVC 价格起到了

较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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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贸易商库存              单位：吨  图 10： 下游库存               单位：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原料支撑 

受环保的影响，电石产量受到一定影响，使得近期电石价格维持高位，焦炭也是因为“蓝

天计划”等环保政策的影响，开工率受限，价格持续上扬。 原料端的上涨对于 PVC 成本

有较强支撑。 

图 11： 电石价格              单位：元/吨  图 12： 焦炭价格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宏观氛围带动 

主要是近期人民币贬值使得出口盈亏出现改善，以及国内 7 月中旬高层经济会议定调要加

大后期基建投入。与此同时，近期房地产数据中新屋开工的连续改善也对 PVC 下游需求有

向好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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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出口盈亏              单位：元/吨  图 14： 房地产数据               单位：%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后期走势展望 

2018 年产能释放缓慢，供应压力后移 

2018 年预计新增产能约 157 万吨，从目前新产能投产进度来看，产能投产较为缓慢。5 月下

旬开始才有新产能投放，且截至 8 月份，新投放产能约 64 万吨，这也是前期 PVC 价格偏强

的支撑因素之一，上半年产能投放缓慢或也意味着供应压力将往后移。 

 

 

检修减少，供应开始释放 

7 月份上游因为意外停车装臵较多，导致产量难以增加，8 月份检修减少，后期产量增加力

度或会逐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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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上游生产利润维持，后期高开工率将维持 

近期烧碱价格的下滑，使得氯碱综合利润有所下行，平均利润率 30%左右。 但总体生产利

润可以维持，后期产量及开工率无忧。 

图 15： 双吨价差              单位：元/吨  图 16： 烧碱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上游库存开始回升 

从上中下游的库存来看，目前上游及下游的库存在回升，尤其上游库存（见上图 5）增加较

快，下游库存的增加则说明近期下游确有备货动作，目前中间库存还没有出现增加，对于

PVC 价格有一定支撑，但从社会库存（见上图 6）的同比来看，依然是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的。库存所反馈出的供需依然偏弱。 

近期出口盈亏有改善，但出口依然弱 

2015 年国内 PVC 产能出清之后，产能大幅萎缩，短期进口量的波动对于 PVC 价格也开始

有明显影响。2016 年以来，每次出口套利窗口的打开对于价格均有一定支撑。但今年因为

中美贸易战，北美出口受到一定限制，套利窗口的打开也使得增量有限。而东南亚尚处淡

季，造成近期 PVC 出口低迷，进而对于 PVC 价格的支撑效果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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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出口盈亏              单位：元/吨  图 18： PVC 粉出口               单位：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下游消费处于淡季 

下游需求目前依然表现出淡季特征，上图 1、2 反应型材厂开工率及订单均处于下行过程，

且从同比来看，今年下游数据表现更差。目前期价对于下游消费利好更多的是在预期上：

一方面是，接下来有 9 月份的下游消费旺季，同时，我们看到房地产数据中的房屋新开工

面积最近三个月都在好转，对于 PVC 下游后期有向好的指引；最后一方面是，国家 7 月中

的经济会议上释放出的宽松信号，后期将加大基建投入的预期。 

但从目前下游工厂生产利润来看，对于价格是负反馈的。PVC 分下游来看，膜厂、板材厂

比管材利润稍好，管材比型材稍好，目前型材厂已经亏损严重，管材厂的利润空间也被压

缩的很小。占市场份额最大的管材和型材出现利润低位或者亏损，或意味着原料价格高位

将压制后期需求。 

综合以上，因为后期检修减少，上游利润还能维持，开工率难以下降，产量将逐步增加 ；

下游短期季节性旺季仍可期待，但因房地产下行周期，PVC 远期需求堪忧。短期因为旺季

生产的来临，等待下游补库的结束，价格才有可能走完。因此 8 月后期价格将维持高位震

荡，四季度供需来看，供应增加叠加消费旺季过去之后，供需有转弱可能，四季度或是布

空时机。从价格来看， 1901 合约在 7500 元/吨上方，可以考虑少量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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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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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