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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成本高位支撑难改，基本面格局未变，预计PVC延续偏强震荡

 逻辑：

① 成本端：内蒙地区限电周初较严重，导致华北区域开工降负，周中开始逐渐好转；宁夏 “能耗双控”不断推进；
陕西受全运会影响道路安全运输加严。整体电石供应仍然偏紧，下游到货紧张。此外在兰炭价格也处于高位且
供应紧张的局势下，预期成本面高位支撑格局难改。

② 供应端：国内来看，开工连续下降，主要是进入9月计划检修企业增多，此外受电石供应紧张影响导致部分外购
电石企业亏损降负。外盘来看，四季度供应吃紧格局不变。预期9月现货供应仍偏紧。

③ 需求端：华东下游开工有小幅提升，华南维稳。制品企业开工变化不大，其中管道制品企业开工略有下滑。总
体而言，国内需求延续淡季格局，旺季不及预期，主要是下游对PVC原料持续上调存抵触心理，维持刚需采购。
国外住房建设热潮有见顶预期，远期来看地产市场需求或转弱，制品出口需求转弱。

④ 进口窗口关闭，增加不及预期；出口接单向好但节奏有所放缓，主要是出口印度受海运费继续上行且柜子紧缺
影响，出口俄罗斯则是受疫情限制运输不畅。未交付的出口订单集中在9-10月交货，订单量在16万左右。

 重点关注：

① PVC下游企业开工情况。
② 内蒙、陕西、宁夏限电及能耗双控政策。
③ 外盘装置恢复情况。

聚氯乙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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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度市场情况1



产业链数据周度变化
主要价格 2021/9/10 2021/9/9 2021/9/3 1日变动 一周变动 单位
期货价格
v2201 9915 9885 9420 30 495 元/吨
v2205 9580 9505 9130 75 450 元/吨
PVC现货价格
电石法:西北地区 9600 9575 9025 25 575 元/吨
电石法:华东地区 10050 10020 9600 30 450 元/吨
电石法:华南地区 10080 10000 9600 80 480 元/吨
电石法:华北地区 9880 9810 9400 70 480 元/吨
乙烯法:华东地区 10650 10650 9750 0 900 元/吨
PVC相关品种价格
电石：乌盟地区（西北） 5275 5275 5275 0 0 元/吨
电石：山东地区 5690 5690 5690 0 0 元/吨
电石：河南地区（华中） 5575 5575 5575 0 0 元/吨
乙烯:CFR东北亚 1066 1066 1031 0 35 美元/吨
氯乙烯:CFR远东 1130 1130 1130 0 0 美元/吨
液氯:山东地区 1320 1320 1320 0 0 元/吨
价差 2021/9/10 2021/9/9 2021/9/3 1日变动 一周变动 单位
v月差：2201-2205 335 380 290 (45) 45 元/吨
基差：华东电石法 135 165 150 (30) (15) 元/吨
PVC区域价差
电石法：华东-华南 -30 20 0 (50) (30) 元/吨
电石法：华东-华北 170 210 200 (40) (30) 元/吨
乙烯法：华东-华南 -100 -100 -50 0 (50) 元/吨
华东：乙烯法-电石法 600 630 150 (30) 450 元/吨
利润 2021/9/10 2021/9/9 2021/9/3 1日变动 一周变动 单位
综合利润：电石法（西北自产电石有电厂） 5588.7 5563.7 4912.2 25 677 元/吨
综合利润：电石法（华北外购电石） 1174.9 1104.9 694.9 70 480 元/吨
生产利润：乙烯法（华东外购乙烯） 4408.1 4394.3 3621.2 14 787 元/吨
生产利润：乙烯法（华东外购VCM） 1277.4 1255.8 356.7 22 921 元/吨
外盘 2021/9/10 2021/9/9 2021/9/3 1日变动 一周变动 单位
现货价：FAS休斯敦 1675 1675 1675 0 0 美元/吨
CFR中国-FAS休斯顿 -295.0 -295.0 -295.0 0 0 美元/吨
CFR东南亚-CFR中国 10.0 10.0 10.0 0 0 美元/吨
CFR印度-CFR中国 260.0 260.0 210.0 0 50 美元/吨
CFR东南亚-CFR远东 2.0 2.0 2.0 0 0 美元/吨



PVC主要市场价格及价差

图 3:PVC华东地区5型料市场价

图 1:01合约基差 图 2:15合约价差

图 4:PVC01合约持仓量

本周01合约基差走弱；
91价差走扩，15价差震
荡走强；现货价维持大
幅上涨；周内01合约持
仓量变动频繁，01价冲
上一万大关后多头获利
了结，平仓明显。截至9
月10日01合约持仓量57
万手附近。



PVC主要市场价格及价差

图 7:PVC区域价差_华东-华南（乙烯法）

图 5:PVC区域价差_华东-华南（电石法） 图 6:PVC区域价差_华东-华北（电石法）

图 8:PVC路径价差_乙烯法-电石法（华东）

电石法：华东-华南区域价
差走弱30；华东-华北区域
价差走弱30。

乙烯法：华东-华南区域价
差走弱50。

华东区域乙烯法-电石法价
差大幅走强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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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利润

图 11:乙烯法生产利润_华东外购乙烯

图9:电石法综合利润_西北一体化 图10:电石法综合利润_华北外购电石

图 12:乙烯法生产利润_华东外购VCM

西北一体化电石法企业：
综合利润5588.66元/吨,
环比上周提高626.5元/吨。

华北外购电石法企业：
综合利润1174.95元/吨，
环比上周提高450元/吨；
华北外购电石生产利润
回升，9月10日生产利润
105元/吨（+450元/吨）。

华东外购乙烯法企业：
生产利润4408.14元/吨，
环比上周提升709元/吨。

华东外购VCM法企业：
生产利润1277.37元/吨，
环比上周提升842元/吨。



PVC利润

图13:PVC成本曲线 图14:盘面利润_华北外购电石

截至9月10日，西北一体化
生产成本为5469.37元/吨，
与 外 购 乙 烯 法 生 产 成 本
（6241.86元/吨）差距不大。

受PVC现货价大幅上调影响，
华北外购电石法盘面利润
有所回升明显。



PVC上游-电石

图16:电石价格

图18:电石价格与PVC华北外购电石法生产利润图17:电石开工率

截至9月10日，兰炭中小
料价格均环比上周上调
50元/吨。
西北乌盟电石价格持平；
华北山东电石到货价本
周上调35元/吨；华中河
南电石到货价下调75元/
吨。

本周电石开工率73.81%，
环比上升4.11%。

内蒙地区限电周初较严
重，导致华北区域开工
降负，周中开始逐渐好
转；宁夏 “能耗双控”
不断推进；陕西受全运
会影响道路安全运输加
严。整体电石供应仍然
偏紧，下游到货紧张。
此外在兰炭价格也处于
高位且供应紧张的局势
下，预期成本面高位支
撑格局难改。

图15:兰炭价格



PVC产业链

图19:山东PVC企业产业链利润图 图20:西北一体化PVC企业生产成本构成图

截至9月9日，电石利润仍
然可观；随着PVC现货价大
幅上调，山东PVC生产企业
利润压缩程度有所缓解。

兰炭开工率上升至59.53%；
内蒙限电周中开始有所好
转 ， 电 石 开 工 率 73.81%
（环比上周上升4.11%）；
受原料价格高位影响叠加
秋季检修，PVC电石法企业
开工率继续下降至71.08%
（环比上周下降5.84%）。

图21:兰炭开工率 图22:电石企业及PVC电石法企业开工率



国内检修及投产情况
正在检修企业

企业名称 工艺 产能（万
吨）

装置检修情况

云南南磷 电石法 24 2019年4月1日起停车至今，暂无恢复计划

昔阳化工 电石法 10 2019年4月14日停车至今，暂无恢复计划

河北盛华 电石法 26 2018年11月28日周边爆炸事故企业临时停车，2020年12月生
产执照吊销，营业注销中

齐鲁石化 乙烯法 36 7.31降负，8.2全体检修，计划50天

金川新融 电石法 20 8.15检修，开车时间待定

甘肃金川 电石法 30 8.16开始兼续，计划下周开车

山东东岳 电石法 12 8.22停车，开车时间待定

银光聚银 电石法 12 8.27开始检修20天

泰州联成 乙烯法 60 8.31停车检修，计划9.10开车

亿利化学 电石法 50 8.30—9.6停车检修

天津LG 乙烯法 40 9.1—9.14停车检修

新疆天业 电石法 50 天辰厂区8.31停车检修10天，9.8出料

青海宜化 电石法 30 9.3开始检修10-12天

泰山盐化 电石法 10 9.4停车，开始时间待定

新疆中泰 电石法 230 9.5检修米东厂区80万吨10天左右

2021年新增产能

企业名称 工艺 产能（万吨） 投产时间 装置最新动态

金川新融 电石法 6 2021年4月 8.15开始检修，开车时
间待定

嘉化能源 乙烯法 30 2021年6月30日 已出料，开工8成

德州实华 姜钟法 20 6月 开工提升中

上海氯碱 乙烯法 6 6月 成功开车，负荷未满

计划新增产能

企业名称 工艺 产能（万吨） 计划投产时间 装置最新动态

聚隆化工 乙烯法 40+12 9月 暂未投放，EDC裂解炉试
车成功

山西瑞恒 电石法 10 待定

天津大沽 乙烯法 80（产能置换） 三季度 7月底降负，8.5起20万
吨电石法已停产

计划检修企业

企业名称 工艺 产能（万
吨）

装置检修情况

伊东东兴 电石法 36 计划9.22检修一周

内蒙君正 电石法 38 计划10月检修



国内开工

图 25:PVC开工率_乙烯法

图23:PVC开工率 图24:PVC开工率_电石法
本周计划检修企业仍然偏
多，且受原料供应紧张及
成本高位影响部分外购电
石企业开工仍未提负。齐
鲁石化、天津LG、泰州联
成等乙烯法大厂仍在检修
中，天津大沽乙烯法老厂
近期维持2成开工。

截至9月9日PVC生产企业
开工率68.02%，环比上周
下降6.66%；
其中电石法生产企业开工
率 71.08% ， 环 比 下 降
5.84%；乙烯法生产企业
开工率56.62%，环比下降
9.73%。



外盘区域价差
图26:PVC外盘区域价差_中国-休斯顿

图 29:PVC外盘区域价差_东南亚-中国

图 27:PVC外盘区域价差_东南亚-远东

图 28:PVC外盘区域价差_印度-中国

CFR中国—FAS休斯顿价差：
-295（环比持平）；

CFR东南亚—CFR远东价差：
2（环比持平）；

CFR印度—CFR中国价差：
260（环比+50）；

CFR东南亚—CFR中国价差：
10（环比持平）



进出口

图 32:PVC进口量

图30:PVC出口利润_印度 图31:PVC进口利润

图 33:PVC出口量

进口窗口关闭，增加不及预
期；
出口接单向好但节奏有所放
缓，主要是出口印度受海运
费继续上行且柜子紧缺影响，
出口俄罗斯则是受疫情限制
运输不畅。未交付的出口订
单集中在9-10月交货，订单
量在16万左右。

7月PVC进口量环比6月增加
47.73%至3.59万吨；出口量
在6.21万吨，环比6月减少
52.04%。



外盘供应端

美国PVC供应仍极度紧张，
目前57% 的产能受Ida飓风
影响被搁置。
听闻一些工厂计划重启，
但多数厂家由于电力有限
和缺乏工业气体而阻碍了
运营的恢复，预计持续到
9月底。
此外与 Ida 无关的 Shintech
（146.5 万吨/年PVC产能）
工厂的停电给供应形势带
来了新的挑战。

停电发生之际，美国和加
拿大市场经历了异常强劲
的国内需求，加剧了供应
紧张和价格压力。

ACC数据显示，北美国内
需求持续强劲，北美7月
PVC产量下降导致 PVC 月
出口量减少。
预计外盘四季度吃紧格局
不变。

图34:北美PVC月度产量 图35：北美国内PVC销售量

图36：北美PVC出口量
资料来源：ICIS



需求端3



下游开工
图37:PVC下游开工率_华北地区

图 41:PVC下游大型/中型/小型样本型材企业开工率

图 38:PVC下游开工率_华东地区

图 42:PVC下游样本管道制品企业开工率

图 39:PVC下游开工率_华南地区

图 40:PVC下游样本型材企业开工率



下游出口需求
图43:PVC铺地制品出口量

图 46:PVC板、片、膜、箔及扁条出口量

图 44:PVC硬管出口量

图 45:PVC异型材出口量

华东下游开工有小幅提升，
华南维稳。制品企业开工变
化不大，其中管道制品企业
开工略有下滑。总体而言，
国内需求延续淡季格局，旺
季不及预期，主要是下游对
PVC原料持续上调存抵触心
理，维持刚需采购。

制品出口需求受高价海运费
及柜子短缺限制。
7月数据显示硬管、铺地制
品、板片膜箔及扁条制品出
口需求环比下降，异型材品
出口需求有所增加。



下游终端需求

图47:PVC消费量与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图 48:PVC消费量与基建投资增速累计同比

房屋竣工面积增速与基建投资增速均下降，远期来看PVC需求或趋于转弱。



下游终端需求

图49:中国铺地制品出口和美国新建住房销售 图 50:中国铺地制品出口和美国新屋开工量

铺地制品在pvc下游板材中占比12%左右并逐年提升，在pvc市场需求上存一定影响。我国PVC铺地制品有半数以上出口至美国。

7月美国新屋开工量的下降或预示着美国地产繁荣见顶，后期地产需求或转弱。



库存情况4



图 51:PVC上游库存 图 52:PVC库存_华北贸易商 图 53:PVC库存_华南贸易商

图 54:PVC库存_华北下游 图 55:PVC库存_华东下游 图 56:PVC库存_华南下游

PVC上中下游库存



PVC社会库存及仓库库存——V风
图57:PVC库存_华南仓库 图 58:PVC库存_华东仓库

图 59:PVC库存_社会库存

截至9月10日，V风数据显
示上游厂库去库；贸易商
去库；华南下游去库，华
东华北下游累库。
社会仓库小幅累库。



PVC社会库存及仓库库存——卓创

图60:PVC社会库存 图 61:PVC库存_华南样本仓库

图 62:PVC库存_华东样本仓库

卓创数据显示华东及华南
样本总库存9月3当周去库。

截至9月3日，华东样本库
存10.66万吨（-2.65%），
华南样本库存2.72万吨（-
1.02%）。华东及华南样本
仓库总库存13.38万吨，较
上周环比减少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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