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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期货晨会 20191119

一、 隔夜行情回顾

夜盘涨幅前十 夜盘跌幅前十

二、 期市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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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期所 11 月 18 日发布关于做好市场风险控制工作的通知称，近期，全球形势复杂多变，影响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燃料油价格波动较

大。FU2001 合约临近交割，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关于调整 FU2001、FU2002 合约最后交易日和交割期的通知》（上期发〔2019〕169 号），FU2001 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9 年 12 月

20 日（周五），交割期为 2019 年 12 月 23 日（周一）至 12 月 27 日（周五）。

二、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料油期货交割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2019 年 12 月 17 日（周二）收盘后，自然人客户 FU2001 合约的持仓应当为 0

手。

三、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2019 年 12 月 12 日收盘结算时起，FU2001 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比例由 10%调整至 15%。

四、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2019 年 11 月 29 日收盘后，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在 FU2001 合约的限仓数额由

1500 手调整至 500 手。

2、EIA 月报下调今年全球原油需求预期，但上调明年全球原油需求预期，今明两年需求增幅预计在 75 和 137 万桶/日，明年需求有望改善，同时

该机构下调明年美国原油产量预期。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 EIA 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10 月 份欧佩克石油产量较上月增加 133 万桶/日，至 2952 万桶/

日。11 月美国原油产量预计将创下逾 1300 万桶/ 日的纪录新高。

3、国际能源署 IEA 表示 IEA 表示：“由于对原油的需求预计将急剧下降，欧佩克+集团在 2020 年将面临重大挑战。在 2020 年上半年，对欧佩克+原油

的需求下降至 2820 万桶/天，而 2019 年第四季度为 3020 万桶/天。”换句话说，美国，圭亚那，巴西和挪威供应增加会迫使欧佩克+集团减少更多产量。

4、美国石油钻井周报]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总数再减 10 座至 674 座，为连续四周录得减少，较去年同期累计减少 214 座

http://www.infointime.cn/2018/oil16021.htm


3

燃料油：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ES）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 11 月 14 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 存数量下滑至 2136 万桶，较上周

减少 54 万桶或 2.58%。新加坡本周进口量明显回升，库存却下降，预计进 口货物中低硫油组分占据了相当的份额，部分低硫油进入浮仓保存而未计入

陆上库存。

近期船燃市场的高低硫切换已经开始加速运行，裂差、现货贴水的下滑以及高低硫价差的走阔反映出了高硫燃料油消费的萎缩与低硫燃料油需求的

兴起。数据显示，10 月新加坡 380CST 高硫燃料油的销量较前一月下降 16%至 226 万吨，创年内新低。虽然低硫燃料油的需求正在增长，但高硫燃料

油的价格较低，船东尽可能将转换燃料的时间向后推迟至 12 月，以节省成本。

低硫油方面，新加坡地区低硫资源供应过剩，预计约有 600-700 万吨低硫燃料油储存在马六甲海峡的浮动储油装置上，其他 200 万吨低硫燃料油储存

在陆地上。 新加坡高硫 380CST 燃料油现货均价为 234.88 美元/吨， 较上周均价 296.04 美元/吨，跌 61.16 美元/吨，跌幅为 20.66%。

甲醇：华东港口库存 105.7 万吨，西北天然气部分开始限产。下破 2000 整数大关，创近三年新低，主流价格陆续松动，企业生产利润被挤压，部分

厂家成本压力较大，内蒙古久泰开工提升，陕西蒲城装置停车检修，导致新兴需求开工水平下滑明显。随着冬季来临，传统需求行业也入冬，进入淡季，

开工出现不同程度回落。甲醇港口库存窄幅回落，后期进口船货到港相对集中，将冲击沿海甲醇市场。

尿素：基本面方面：由于北方进入采暖季，天然气需求量加大，气头尿素停产检修增多，而前期检修的部分装置像青海盐湖、山东联盟等逐步恢复

生产，整体开工率小幅提升。卓创统计数据：本周中国尿素开工负荷率 57.77%，较上周上涨 0.57 个百分点，其中，国内气头企业开工负荷率 62.03%，较

上周下滑 4.94 个百分点，复合肥开工 38.6%，周环比提升 2.5%左右，三聚氰胺开工率 65.7%，环比提升 3.7%。印标公布价格：250 美元/吨，折合港口价

约 237 美元/吨，1660 元/吨。库存方面：当前尿素生产企业仍处于淡季累库阶段，卓创资讯统计全国主要尿素生产企业本期库存显示，本周企业库存总

量 89.6 万吨，较上期增加 1.13%。生产企业库存已经连续七周增长。



4

PTA：嘉兴石化 150 万吨/年 PTA 产能 11 月 12 日停车，检修 2 周，宁波台化 120 万吨/年因故障于 13 日停车，宁波逸盛 200 万吨/年计划 11 月 22 日

起检修一周。

乙二醇：开工率 63%，新增产能对市场供应压力仍存。根据装置重启计划，黔西煤化工（30 万吨 /年）计划 11 月 28 日-12 月 3 日之间重启；华

鲁恒升（50 万吨/年）降负运行至 11 月 21 日附近或将提负；南亚化学（72 万吨/年）计划在 11 月 30 日重启。短期来看，装置重启期均在 11 月

底至 12 月初。

沥青：中石化旗下华东及西南地区炼厂继续下调沥青价格，中石油及地 方炼厂跟随下调，跌幅在 50-150 元/吨。当前国内沥青炼厂开工率维持低位，

但 整体资源供应充足。目前国内市场需求仍然低迷，随着北方地区大范围降温以及 遭遇雨雪天气，东北、西北地区公路项目基本停工，而华北、山东

地区公路项目 也在陆续收尾，华南及华东需求相对平稳，但由于山东地区低价货源较多，华东 市场需求部分被山东炼厂分流。短期来看，国内沥青市

场仍将延续低迷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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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伊朗货源到港较多。现货市场石化企业连续下调出厂价，下游补仓意向偏弱，多谨慎观望，按需采购居多，性主流价格 7000-7650 元/吨，部分

环比跌 100-200 元/吨。

PP：基差相对强势。市场偏弱运行，场内部分市场货源流通并不宽松，对现货存有一定支撑，但下游终端 采购积极性一般，刚需采购为主。

PVC：电石价格坚挺，电石法 PVC 出现较大范围亏损。

三、 策略建议

1、

注：建议总持仓不超过 50%

计划

入场

交易合约
周期 压力位

支撑位
仓位 交易逻辑

日线 周线

SR001 震荡
震荡偏

强

5810
<20%

FAO 预计 19/20 榨季全球糖产量下降 2.8%至 1.751 亿吨，全球食

糖供应缺口 240 万吨；美国产量下滑的前景加剧了供应趋紧的预

期，支撑糖价。
5510

CF001 震荡
低位震

荡
13400 <20%

目前纺织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展开对新棉的补库，目前不少厂家

到新疆下单，以一致性较好的手摘棉和机采棉为主；二是近期纺织

厂订单普遍较少，停限产仍是主流。总体上新棉采购成本、疆棉减

产发酵等多重利好因素支撑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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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0

RU2001
震荡偏

强

低位震

荡

12200

<20%

在橡胶增产周期末端，整体供应预期仍偏宽松，但短期事件影响偏

多。泰国政府出台橡胶农户保障计划，对原料收购价格托底，限制

出口价格进一步下滑。此外泰国南部地区本周爆出的真菌病害事件，

或造成天胶产量下滑，该事件影响有待进一步评估。
11600

研究

品种

交易合约
周期

观察理由
日线 周线

M2005
震荡偏

弱
震荡

美豆期价下跌、人民币汇率升值、中方采购美豆预期以及豆油强势导致套利资金介入等

因素共同打压豆粕价格，保持下跌走势。

I2001 震荡
震荡偏

弱

过采暖季限产，及 12 月后的高炉淡季检修，铁矿石需求环比走弱预期仍在。且 11 月

后外矿发运及到港仍有增加的可能，港口贸易矿库存偏高，供应压力仍较难缓和。铁矿

价格上方依然承压，关注 620 附近的压力位置，择机做空。

PP2001
震荡偏

弱
震荡

浙江石化计划 11 月试车，年底之前 PP 新扩能超过 200 万吨，预计后期 PP 开工率将继

续走高，下游 10 月家电销售额同比和环比均有所下降，同比下降 15%—20%，环比下降

近 40%左右。10 月两大白电龙头销量在不同地区出现两极分化，浙江地区需求疲软导致

销量明显下滑，上海地区进入装修旺季，叠加促销活动，同比环比均有改善。PP 在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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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震荡。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民生期货有限公司撰写,本报告是根据国际和行业通行的准则，以合法渠道获得这些信息，尽可能保证可靠、准确和完整，

但并不保证报告所述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

为买卖、认购期货或其它金融工具的邀请或保证。客户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所载的内容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

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无论是否已经明示或者暗示。民生期货有限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正和修订有关信息，但不保证及

时发布。对于本报告所提供信息所导致的任何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投资盈亏后果，民生期货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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