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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供需边际宽松，PVC综合利润犹存，预计偏弱运行

 逻辑：

① 成本端：本周内蒙地区夜间限电加强，电费上涨致电石成本再度增加；宁夏，陕西地区有不定时降负荷情况。
电石价格高位，成本端仍存在支撑，故华北外购电石企业的PVC生产利润明显打到负值，但氯碱行业另一主产品
烧碱现货价持续上涨，烧碱利润可观，因此综合利润犹存。此外，消息面来看发改委依法对煤炭价格实行干预
措施，煤炭系化工产品市场情绪萎靡。成本端缺乏新的向上驱动，关注红色预警地区如新疆是否出台新的双控
政策。

② 供应端：本周检修企业增加，多数前期检修企业本周尚未出料。但部分外购电石的PVC企业负荷较上周进一步提
升，故总体而言电石法开工率小幅提升；乙烯法暂无检修企业开工提升。四季度未检修产能较少，在考虑到电
石供应影响下，预计PVC供应环比小幅增加。

③ 需求端：型材制品企业受限电及原料价格暴跌影响，保持观望为主，开工下滑，目前多在4-5成，整体过5成者
不多；管材企业原料采购限量或暂不采购，加上江苏等区域限电，整体下游开工负荷也在走低。短期看，由于
原料价格大幅波动，制品企业订单接单困难，库存难以备库，开工率恐继续维持低位。

④ 进口窗口关闭，增加不及预期；出口主要是前期交付，关注后期有无再度打开可能。

 重点关注：

① PVC下游企业限电政策及开工情况。
② 内蒙、陕西、宁夏、新疆等省市限电及能耗双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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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2 2021/10/21 2021/10/15 1日变动 一周变动 单位
期货价格
v2201 10225 10355 11495 (130) (1270) 元/吨
v2205 9780 9950 10565 (170) (785) 元/吨
PVC现货价格
电石法:西北地区 11475 11550 11650 (75) (175) 元/吨
电石法:华东地区 11400 12300 12800 (900) (1400) 元/吨
电石法:华南地区 11980 12730 13300 (750) (1320) 元/吨
电石法:华北地区 11440 12240 13470 (800) (2030) 元/吨
乙烯法:华东地区 13500 13700 14650 (200) (1150) 元/吨
PVC相关品种价格
电石：乌盟地区（西北） 7827 7827 7627 0 200 元/吨
电石：山东地区 8055 8055 8055 0 0 元/吨
电石：河南地区（华中） 7950 7950 7950 0 0 元/吨
乙烯:CFR东北亚 1191 1191 1166 0 25 美元/吨
氯乙烯:CFR远东 1560 1560 1460 0 100 美元/吨
烧碱(32%离子膜):内蒙地区 1600 1600 1440 0 160 元/吨
烧碱(32%离子膜):山东地区 1800 1800 1525 0 275 元/吨
价差 2021/10/22 2021/10/21 2021/10/15 1日变动 一周变动 单位
v月差：2201-2205 445 405 930 40 (485) 元/吨
基差：华东电石法 800 900 1200 (100) (400) 元/吨
PVC区域价差
电石法：华东-华南 -580 -430 -500 (150) (80) 元/吨
电石法：华东-华北 -40 60 -670 (100) 630 元/吨
乙烯法：华东-华南 -400 -450 -200 50 (200) 元/吨
华东：乙烯法-电石法 2100 1400 1850 700 250 元/吨
利润 2021/10/22 2021/10/21 202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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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2.3 8587.3 8187.3 (75) 325 元/吨
综合利润：电石法（华北外购电石） 2484.3 3284.3 3654.9 (800) (1171) 元/吨
生产利润：乙烯法（华东外购乙烯） 5402.2 5594.4 7356.5 (192) (1954) 元/吨
生产利润：乙烯法（华东外购VCM） 995.0 1179.5 2822.9 (185) (1828) 元/吨
外盘 2021/10/22 2021/10/21 2021/10/15 1日变动 一周变动 单位
现货价：FAS休斯敦 2045 2045 2005 0 40 美元/吨
CFR中国-FAS休斯顿 -295.0 -295.0 -305.0 0 10 美元/吨
CFR东南亚-CFR中国 60.0 60.0 -90.0 0 150 美元/吨
CFR印度-CFR中国 150.0 150.0 140.0 0 10 美元/吨
CFR东南亚-CFR远东 59.0 59.0 -141.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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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基差大幅回
落；15价差走弱；各区
域现货价暴跌；周内01
合约期价维持弱势为主，
两次触及跌停板，减仓
明显。截至10月22日01
合约持仓量27万手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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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华东-华北区域
价差走扩630。

乙烯法：华东-华南区域价
差走弱200。

华东区域乙烯法-电石法价
差大幅走扩250。



供应端2



PVC利润

图 11:电石法生产利润_华北外购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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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法烧碱利润_华北外购电石

西北一体化电石法企业：
综合利润8512.29元 /吨 ,
环比上周增加325元/吨。

华北外购电石法企业：
综合利润2484.32元/吨，
环比上周减少1170.63元/
吨。

其中虽然电石价格维稳
而PVC现货价暴跌导致华
北外购电石生产利润
-1882元/吨，但是烧碱现
货价继续上调295元/吨
导 致 烧 碱 利 润 增 加 至
4366.822元/吨。



PVC利润

图 13:乙烯法生产利润_华东外购乙烯

图 14:乙烯法生产利润_华东外购VCM

华东外购乙烯法企业：
生产利润5402.16元/吨，
环比上周减少1954.34元/
吨。

华东外购VCM法企业：
生产利润994.98元/吨，
环比上周减少1827.97元/
吨。

PVC成本
西北一体化企业生产成
本在7358元/吨，外购乙
烯法生产成本在8097元/
吨；而外购电石企业的
生 产 成 本 维 持 高 位 在
13000元 /吨左右，外购
VCM企业生产成本也较
高在12500元/吨。

图15:PVC成本曲线



PVC上游-电石

图17:电石价格

图18:电石开工率

截至10月22日，兰炭中料和
小料价格维持高位，分别为
3500元/吨和3400元/吨。
西北乌盟电石价格本周上调
200元/吨至7827元/吨；华
北山东电石到货价维稳在
8055元/吨；华中河南电石
到货价本周维稳在7950元/
吨。
本周电石开工率66.84%，环
比下降0.8%。

本周内蒙地区夜间限电加强，
内蒙地区电费上涨 0.25 元/
度，电石成本再度增加；宁
夏，陕西地区有不定时降负
荷情况。随着下游检修逐步
恢复对电石的需求环比增加，
而预计电石供应仍然偏紧，
成本端仍存在支撑。

图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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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电石利润
有所压缩，山东PVC生产企
业利润虽然pvc生产利润已
降为负值但因烧碱利润丰
厚故总体来看仍有利润。

兰 炭 开 工 负 荷 降 低 至
50.05% ； 电 石 开 工 率
66.84% （ 环 比 上 周 下 降
0.8%）；本周虽检修企业
有所增加（包括黑龙江昊
华、苏州华苏和新疆天业
天域新实厂区），但部分
外购电石的PVC企业负荷较
上周进一步提升（包括三
联化工、新疆圣雄、陕西
金泰），PVC电石法企业开
工 率 小 幅 提 升 至 66.96%
（环比上周提升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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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川新融 电石法 20 8.15检修，10.18出料

湖南衡阳建滔 电石法 22 8.30开始检修，开车时间待定

泰山盐化 电石法 10 9.4停车，开车时间待定

盐湖工业 天然气法 22 10.7停车检修，计划检修20天

鄂尔多斯 电石法 40 二期10.8检修15天左右

新疆圣雄 电石法 30 二期10.13检修一周，10.20出料

苏州华苏 乙烯法 13 10.17周末停车两天后恢复，计划10.30检修一个月

宁夏英力特 电石法 12 10.9检修计划12天，计划10.22开车

河南联创 电石法 40 10.9起部分检修，10.20开车

航锦科技 电石法 6 10.9起停车检修，开车时间不定

内蒙君正 电石法 38 蒙西厂区10.12检修一周，预计10.22出料

黑龙江昊华 电石法 30 10.15起停车检修，10.21开车，尚未出料

新疆天业 电石法 20 10.20开始检修一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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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已
出料

嘉化能源 乙烯法 30 2021年6月30日 已出料，开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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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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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部分四
季度末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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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开始降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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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 电石法 40 一期计划10月23日开始检修3-4天左右

包头海平面 电石法 40 计划10月份下旬检修

唐山三友 电石法 40 计划10月下旬检修

聚隆化工 电石法 12 计划10月29日开始检修一周左右

宁波台塑 乙烯法 40 计划11月下旬检修10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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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检修企业增加，为黑
龙江昊华、苏州华苏和新
疆天业天域新实厂区，多
数前期检修企业本周尚未
出料。但部分外购电石的
PVC企业负荷较上周进一
步提升（包括三联化工由
4成提至9成左右、新疆圣
雄5成提至9成、陕西金泰
7成提至近9成），总体而
言电石法开工率小幅提升；
乙烯法暂无检修企业开工
提升。四季度未检修产能
较少，在考虑电石供应影
响下，预计PVC供应环比
小幅增加。

截至10月21日PVC生产企
业开工率67.71%，环比上
周提升0.84%；
其中电石法生产企业开工
率 66.96% ， 环 比 提 升
0.55%；乙烯法生产企业
开工率70.48%，环比提升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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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FR东南亚—CFR远东价差：
+59（环比+200）；

CFR印度—CFR中国价差：
150（环比+10）；

CFR东南亚—CFR中国价差：
+60（环比+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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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出口主要是前期订单的
交付。外盘价格处于高位，
国内价格仍具优势性，关注
后续出口有无再度打开的可
能。

9月PVC进口量环比8月增加
0.41%至4.84万吨；出口量在
10.24万 吨 ， 环 比 8月 增 加
55.39%。



外盘供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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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美国氯碱工厂运营率

北美PVC供应仍然极为紧张，
且国内销售季节性强劲。北
美pvc9 月的出口量仅为 2019
年 9 月的 22%。氯碱开工处
于历史偏低位置。
全球市场的PVC价格进一步
坚挺，部分原因是中国的限
电措施和欧洲的高天然气价
格。

整体看外盘仍呈现供应紧张
需求良好的局面。



需求端3



下游开工
图38:PVC下游开工率_华北地区

图 42:PVC下游大型/中型/小型样本型材企业开工率

图 39:PVC下游开工率_华东地区

图 43:PVC下游样本管道制品企业开工率

图 40:PVC下游开工率_华南地区

图 41:PVC下游样本型材企业开工率



下游出口需求
图44:PVC铺地制品出口量

图 47:PVC板、片、膜、箔及扁条出口量

图 45:PVC硬管出口量

图 46:PVC异型材出口量

型材制品企业受限电及原料
价格暴跌影响，保持观望为
主，开工下滑，目前多在4-5
成，整体过5成者不多。当
前型材企业原料库存减少，
部分等待更低价格出现。管
材企业原料采购限量或暂不
采购，加上江苏等区域限电，
整体下游开工负荷也在走低。
短期看，由于原料价格大幅
波动，制品企业订单接单困
难，库存难以备库，开工率
恐继续维持低位。

9月最新数据显示硬管、铺
地制品、板片膜箔及扁条制
品出口需求环比下降，异型
材品出口需求有所上升。



下游终端需求

图48:PVC消费量与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 图 49:PVC消费量与基建投资增速累计同比

房屋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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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中国铺地制品出口和美国新建住房销售 图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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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新屋开工量9月较8月下降1.6%，同月铺地制品出口需求也在环比走弱。



库存情况4



图 52:PVC上游库存 图 53:PVC库存_华北贸易商 图 54:PVC库存_华南贸易商

图 55:PVC库存_华北下游 图 56:PVC库存_华东下游 图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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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PVC库存_华南仓库 图 59:PVC库存_华东仓库

图 60:PVC库存_社会库存

截至10月15日，V风数据
显示上游厂库累库，社会
库存去库。



PVC社会库存及仓库库存——卓创

图61:PVC社会库存 图 62:PVC库存_华南样本仓库

图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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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当周
去库。

截至10月15日，华东样本
库存14.665万吨（-32.7%），
华南样本库存3.14万吨（-
9.51%）。华东及华南样本
仓库总库存17.805万吨，
较上周环比减少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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