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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数据趋势 

 本周华东纯苯库存小降； 

 本周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亚洲纯苯外盘基

本无变化； 

 加氢苯、副产品涨幅不及原料粗苯，本周

苯加氢企业利润减少； 

 部分装置开车，本周国内开工率提升； 

 下游苯乙烯先涨后跌，华东纯苯跟其同涨

同跌。 

 内外盘价差下，中石化纯苯挂牌上调 2次。 

 纯苯价格攀升至高位后，贸易环节减少，

但下游刚需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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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数据 

 隆众资讯 5月 10 日，华东港口纯苯商业库存 12.9万吨，较 5月 6 日的 13.2

万吨减少 0.3万吨。 

 原油期货上涨，本周 WTI周环比涨 1.82%，布伦特周环比涨 1.52%。 

 加氢苯及副产品涨幅不及原料粗苯，本周粗苯/加氢苯价差缩小，苯加氢利润

减少 378至 663元/吨。 

 本周苯加氢开工率 68.11%，较上周提升 3.4%；石油苯本周开工率 79.1%，下

降 1.1%，乌石化装置停车改造。 

 本周中石化纯苯挂牌价上调 2次，累计幅度 500元，目前执行 8200 元/吨。 

 亚洲纯苯外盘变化不大，CFR中国持稳，FOB韩国小落 3美元/吨。 

后市预测及分析  

 港口库存：5月份进口货少，下游需求稳健，港口库存将继续下降。 

 供应预测：停车的部分苯加氢装置重启，加氢苯供应将增加，但 5月份纯苯整

体供需面处紧张。 

 需求预测：纯苯价格攀升至高位后，贸易环节减少，但纯苯主力下游需求稳健，

需求有支撑。 

 外围分析：美国 4月 CPI同比大涨 4.2%，导致华尔街股债双杀，油价日内可

能受到普遍的谨慎氛围影响而收跌，但石油需求已经超过供应，而且供应短缺

局面预计将进一步加剧，故预计下周国际油价存小幅上涨空间，但疫情忧虑和

伊朗问题潜在利空仍带来限制。 

 综合来看：在外围以及国家调控双重压力下，今日国内商品期货全线大跌，给

最近上涨的市场降了一场温，华东纯苯获利盘开始出货，盘中出现了回落，对

北方市场情绪有所打压。短期在国内调控通胀压力下，纯苯价格不排除会有下

降可能，但是纯苯需求依然正常，此次调整后，或许还有上涨机会，需要重新

等待市场恢复。 



 

 

 

 
 产业链产品行情波动分析 1.

 

本周（0510-0513）加氢苯产业链

产品价格涨多跌少。 

本周国际油价呈上涨态势。各大

机构上调原油需求预测，且美国商业

原油库存下降，加之市场对美国汽油

供应短缺的忧虑仍在均提振油价，但

印度等海外国家疫情持续恶化，抑制

油价涨幅。 

本周原料粗苯跟涨纯苯，上涨幅

度超过加氢苯。 

纯苯价格宽幅上涨，成本支撑偏

强，带动部分纯苯下游产品价格上涨，

但终端传导不畅，跟涨原料纯苯幅度

受限制。本周苯酚↑0.77%，环己酮↑

1.79%，己内酰胺↑1.43%，己二酸↑

0.99%。苯乙烯在终端及国家调控等压

力下，价格下调 3.03%；苯胺，华泰、

扬农都已重启，金岭大王也恢复正常

负荷，苯胺市场供应有增量预期。但

下游对高价原料有抵触情绪，苯胺生

产企业仍以出货心态为主，苯胺市场

稳定盘整。 

 

 

表 1 加氢苯产业链产品周度波动 

 

单位：元/吨，美元/吨 

产品 区域/牌号 5 月 13日 5 月 10日 涨跌值 涨跌幅 

WTI 期货 66.08 64.92 +1.16 +1.79% 

纯苯 中石化挂牌 8200 8000 +200 +2.50% 

纯苯 
CFR中国 1100 1100 0 0.00% 

FOB韩国 1070 1073 -3 -0.28% 

粗苯 

华东 6060 5200 +860 +16.54% 

山西 6100 5170 +930 +17.99% 

河北唐山 6200 5500 +700 +12.73% 

河北邯邢 6080 5370 +710 +13.22% 

加氢苯 

山东 8150 7560 +590 +7.80% 

河北 8150 7250 +900 +12.41% 

内蒙古 8050 7300 +750 +10.27% 

华东 8250 7900 +350 +4.43% 

苯乙烯 华东 10400 10725 -325 -3.03% 

苯酚 华东 9825 9750 +75 +0.77% 

苯胺（承兑） 山东 11600 11600 0 0.00% 

环己酮 华东 11400 11200 +200 +1.79% 

己二酸（承兑） 华东 10200 10100 +100 +0.99% 

己内酰胺（液

体） 
华东 14200 14000 +200 +1.43% 

来源：隆众资讯 

a) 产业链利润分析 

本周苯加氢企业利润率有所缩

减，主因在于原料粗苯价格的上涨。

本周山东焦企粗苯出厂价补涨明显，

涨幅在 860-900 元/吨，出厂价多在

6060-6100 元/吨，苯加氢自采成本在

6150元/吨附近，贸易商送到价多在

6000-6050 元/吨附近。 

本周加氢苯价格虽有上涨，但涨

幅低于粗苯，故企业利润率有所缩减。

按自采粗苯来核算，苯加氢企业盈利

金额在 663 元，较上周下降 378元，

下降 36.31%%。按贸易商送到价来核

算，苯加氢企业盈利金额在 813 元。 

表 2 本周苯加氢企业盈利概况 

 

单位：元/吨 

产出组分 组分占比 售价(含税) 折合吨价 完全成本 完全利润 

纯苯 73% 8150 5949.5   

甲苯 12% 5950 714   

二甲苯 4% 5900 236   

非芳烃 2% 6800 136   

重苯 5% 2800 140   

C9 3% 4250 127.5   

小计 99%  7303 6640 663 

来源：隆众资讯 

 



 

 

  

 

 

纯苯下游，下游产品利润基本下

降。 

石油纯苯——毛利 3053 元/吨，

较上周上涨 491 元/吨（产品计算成本

价格 5147元/吨，以中石化计价计算）。 

苯乙烯——毛利 790元/吨，较上

周增加 117 元/吨。 

酚酮——毛利 1197元/吨，较上

周下降 376 元/吨。（产品计算 13210

元/吨，酚酮计算联产成本、利润）。 

苯胺——毛利 2113元/吨，较上

周下降 640 元/吨（某工厂纯苯招标均

价在 8215元/吨，硝酸招标均价在 2190

元/吨，苯胺出厂价格在 11520 元/吨

承兑。） 

己内酰胺——毛利-364元/吨，较

上周下降 164 元/吨。（产品成本计算

不含硫酸铵补贴）。 

己二酸——毛利-94 元/吨，较上

周下降111元/吨（己二酸以主流 10250

元/吨计算，成本中包括运费）。 

 

 

 

图 1 纯苯下游产品利润理论变化 

 

来源：隆众资讯 

表 3 纯苯及下游产品利润理论变化 

单位：元/吨 

产品 5 月 13日 5 月 8 日 涨跌值 涨跌幅 

纯苯 3053  2562  +491  +19.16% 

苯乙烯 790  673  +117  +17.35% 

酚酮 1197  1573  -376  -23.90% 

苯胺 2113  2753  -640  -23.25% 

己内酰胺 -364  -200  -164  -82.00% 

己二酸 -94  17  -111  -652.94% 

来源：隆众资讯 

b) 产业链装置开工率分析 

 

本周国内苯加氢开工率 68.11%，

周环比提升 3.4%，同比增加 20.03%。 

本周部分苯加氢装置开停工，开

车的装置有：河北建滔、河北亿达和

淄博恒兴；山东盛源宏达、山西晋茂

等装置继续停车。 

下周，山东宏达、山西晋茂计划

重启装置，故预计下周苯加氢开工率

或继续提升。 

 

 

图 2 本周苯加氢开工率情况 

 

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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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苯产业链开工率统计如下： 

石油苯——本周行业开工率

79.1%，下降 1.1%，乌鲁木齐石化装

置停车改造。 

苯乙烯——本周行业开工率

86%，较上周下降 2.2%；宁波华泰盛

富产出，导致产能基数上涨，开工整

体降低；宁波科元、安徽昊源、巴陵

石化停车。 

酚酮——本周行业开工率 74%，

下降 10%。燕山石化、上海高桥石化、

中石化三井停车检修；长春化工负荷

降至 7.5成。 

苯胺——本周行业开工率开工

率 86.4%，较上周 84.8%提高 1.6%。

华泰装置重启，金岭大王装置恢复正

常运行。 

己内酰胺——本周行业开工率

83.3%，较上周下降 1.9%。 

己二酸——本周行业开工率下

降 2.7%至 69.9%附近，山东洪鼎、华

鲁各一条线停车检修。 

表 4 纯苯及下游行业开工统计 

产品 5 月 8 日 4 月 29日 涨跌值 

石油苯 80.20% 77.90% +2.30% 

苯乙烯 88.20% 85.70% +2.50% 

酚酮 84.00% 89.00% -5.00% 

苯胺 84.80% 85.50% -0.70% 

己内酰胺 85.20% 81.00% +4.20% 

己二酸 72.60% 68.50% +4.10% 

来源：隆众资讯 

图 3 近期纯苯产业链开工情况 

 

来源：隆众资讯 

 中国加氢苯市场周度综述 2.

 

本周国内加氢苯市场行情宽幅上

涨，幅度 600-1000 元/吨不等。 

在大宗商品普涨氛围下，对本来

就供应紧张的纯苯注入强心剂，国内

纯苯市场出现了明显上涨，尤其是加

氢苯方面，工厂心态乐观，周内控盘、

惜售情绪高，而下游，难寻优势低价

货源，刚需采购下，买盘追涨成交，

不过纯苯价格攀升至阶段高位后，市

场风险增大，贸易商入市操作意向降

低，贸易环节减少，另外下半周，在

国家宏观调控压力下，市场炒涨情绪

降温，部分下游买盘开始压价，导致

加氢苯过高价成交少。 

图 4 国内加氢苯主要市场走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表 5 国内加氢苯区域价格变动对比表 

单位：元/吨 

产品 区域/牌号 5 月 13日 5 月 10日 涨跌值 涨跌幅 

加氢苯 

山东 8150 7560 +590 +7.80% 

河北 8150 7250 +900 +12.41% 

山西 8170 7200 +970 +13.47% 

华东 8250 7900 +350 +4.43% 



 

 

 来源：隆众资讯 

 华东纯苯港口库存情况 3.

隆众资讯 5月 10日统计，华东港

口纯苯商业库存 12.9万吨，较 5月 6

日的 13.2万吨减少 0.3万吨，较去年

同期 21.1万吨降低 8.2万吨。 

港口库存较 5月 6日下降，4 月底

华东库区陆续有 6000吨及 9000吨大

船抵港，到货量增加，港口库存得以

连续三周上升。 

进入 5月，到船减少，港口库存

量得以开始进入下降周期，预计持续

整月。 

图 5 华东港口库存统计图 

 

来源：隆众资讯 

 国内加氢苯供应变化 4.

 

 

 

本周，国内苯加氢平均开工负荷

约为 68.11%，较上周提升 3.4%。 

其中有： 

（1）河北亿达 4月 1日故障停车，

目前已恢复。 

（2）淄博恒兴纯苯装置本周重

启。 

（3）山东盛源宏达 5月 7日因蒸

汽供应，装置停车至 5 月 15 日。 

（4）山东万山苯加氢装置继续停

车，开车时间未定。 

（5）山东德润苯加氢装置计划 5

月 25 日重启。 

（6）河北建滔 5月初装置停车，

上周末重启。 

（7）山西晋茂装置 5月 5日停车，

为期 10-15天。 

（8）河南宇天一套装置短停 2天

后目前恢复正常。 

 

表 6国内部分加氢苯装置变动情况 

单位：万吨/年 

省份地区 企业名称 产能 装置动态 

山东 

山东汇能 20 装置正常 

山东德润 15 继续停车 

山东荣信 10 装置正常 

齐河金能 10 继续停车 

山东莱钢 10 装置正常 

山东万山 10 装置停车 

沾化瑜凯 10 装置正常 

山东玉皇 15 装置正常 

山东晨耀 15 装置正常 

盛源宏达 16 停车，计划 15号重启 

山东宏昌 10 装置正常 

山东振兴 20 装置正常 

淄博恒兴 15 装置重启 

河北 

河北荣特 15 装置正常 

邢台旭阳 20 装置正常 

唐山宝顺 20 继续停车 

河北建滔 10 上周末重启 

河北民海 10 装置正常 

唐山旭阳 20 装置正常 

河北亿达 10 装置重启 

唐山迪牧 15 装置正常 

唐山中润 20 装置正常 

河北裕隆 10 装置正常 

河南 

河南宇天 16 装置恢复正常 

河南首创 10 装置正常 

濮阳中汇 20 装置正常 

上海 上海宝钢 25 装置正常 



 

 

 

山西 

山西得一 10 装置正常 

山西焦化 10 装置正常 

山西潞宝 10 装置正常 

山西晋茂 10 5 月 4 日装置停车 10-15 天 

江苏 
新阳科技 20 装置正常 

沙桐泰兴 10 装置停车 

安徽 马鞍山钢铁 8 装置正常 

宁夏 
内蒙古建元 10 装置正常 

宁夏同德爱心 10 装置 8成 

四川 内江天科 2.5 装置正常 

来源：隆众资讯 

 原料粗苯价格变化 5.

本周国内粗苯市场宽幅上涨，涨

幅在 700-1000 元/吨。 

本周中石化纯苯挂牌价累积上调

2 次，共计 500元/吨，现执行 8200元

/吨，带动加氢苯价格的上涨，水涨船

高，受纯苯行情推动，粗苯价格补涨

明显，苯加氢企业收货价也有一定上

涨，粗苯价格已全面突破“6000”关

口，粗苯涨至此价位，苯加氢多谨慎

接货，按需采购为主。目前纯苯虽供

需面健康，但纯苯下游已显吃力，对

高位多持抵触心理，压价心态较浓。

目前商家心态直接影响操作，周末华

东纯苯报盘小幅回落，商家心理已有

变化，但短期内粗苯市场维持高位为

主，下周在下游压价下，高端存回调

可能，但场内无低价货，价格波动空

间有限。 

图 6 国内粗苯市场价格趋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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