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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月度行业关注点 

1）中东地区 3月合约价纷纷暴涨 

3月份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硫磺月度合约价均为 FOB183美元/吨，环比涨幅 55-58美元/吨。 

2）3月国内某企业先后进行 11 次销售招标 

本月某国产企业销售招标次数达到 11 次，最近一次的招标起拍价 1240元/吨，中标价 1246元/吨，较 3 月

第一次销售中标价低 8.65%。 

3）3月全国港口库存环比上升明显 

进入 3 月份由于各地港口均有大量资源入港使得港存明显升高，截止到月底全国港存量为 257.85 万吨，较

上月底增 8.03%。 

二 国内硫磺后市运行分析 

隆众预计：目前从卡塔尔4月FOB185美元/吨的合约价可看出，外盘资源“供紧价挺”的局面还将维持，持货

商有理由继续挺市操作，短期内寻低不易或让市场成交重心向上发展。中长期来看终端待市恐以理性为主，由此

其按需采购所能释放出的力量大小需待观察，此外部分业者对于印度化肥补贴及印巴4月份的磷肥需求表现持观

望态度，再其结果明确前工贸间少不了僵持博弈。届时若场上未有新的明显利好浮现的话，行情或以盘整震荡为

主。 

 

三 宏观数据 

                                  表 1 宏观数据月度对比表 

单位：美元/桶、美元/桶、%、盎司 

数据项 WIT Brent 美金汇率 黄金 

2020/2/26 63.53  66.88  648.17  1773.80  

2020/3/31 60.55  64.14  656.99  1688.60  

月涨跌幅 -4.69% -4.10% 1.36% -4.80% 

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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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油市场月导读 

4.1 原油本月看点 

1）OPEC+会议决定将当前减产规模维持至 4月底。 

2）拜登正式签署 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 

3）欧洲新的防疫举措和疫苗接种迟缓，疫情出现再次恶化迹象。 

4）下旬苏伊士运河意外遭遇堵塞，直至月底才恢复正常通航。 

4.2 国际原油市场月度综述 

图 1 国际原油月度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分析图 

 

来源：隆众资讯 

本月国际油价先涨后跌。OPEC+延长减产力度的决定烘托利好氛围，供应趋紧预期增强提振原油，但美债收

益率飙升、美元走强，加之欧洲疫苗接种受阻，市场对于短期需求前景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下跌。截至 2021

年 3月 30日收盘，WTI区间 57.76-66.09美元/桶，布伦特 60.79-69.22美元/桶。 

上旬，欧佩克及其减产同盟国将当前产量配额延长到 4 月底（仅俄罗斯和哈萨克小幅增产），沙特阿拉伯继

续额外减少日产量 100万桶，交易商担心石油供应趋紧，国际油价继续大幅度上涨。美国就业人数高于预期，也

支撑了市场气氛。中旬，中国强劲增长的经济数据提振石油市场气氛，国际油价盘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盘中

再次突破每桶 70 美元。然而欧美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病例继续增加，新一轮封锁引发市场对石油需求担忧，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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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货继续小幅收低，美元汇率增强抑制了油价上涨。下旬，担心欧洲采取新的防疫限制措施以及疫苗接种缓

慢将减缓燃料需求的复苏，加之美元汇率增强，国际油价重跌。不过下旬由于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叠加交易商

对于需求前景的权衡心态波动较大，一度出现暴涨暴跌，反复拉锯。 

4.3 国际原油市场影响因素分析 

图 2 2019-2021 年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利好因素： 

1） OPEC+延长减产力度的决定烘托利好氛围。 

2） 拜登正式签署 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 

3） 苏伊士运河遭遇意外堵塞事件。 

利空因素： 

1）欧美国家疫苗接种进程受阻，需求前景受到影响。 

2）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走强。 

3）美国商业原油库存连续四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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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国际硫磺市场动态 

5.1 国际主要地区硫磺外盘价格走势 

图 3 国际主要地区硫磺外盘价格走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截止到 03 月 25 日国际市场外盘现货价：温哥华 FOB 176-180 美元/吨；中东 FOB 182-192 美元/吨；伊朗

FOB 160-170美元/吨；美国海弯 FOB 197-203美元/吨；巴西 CFR 225-230美元/吨；印度 CFR 222-224美元/吨；

中国 CFR 130-200美元/吨（颗粒 CFR 195-200美元/吨）。 

5.2 中国硫磺外盘现货价格走势  

图 4 中国硫磺外盘现货价格走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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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东地区硫磺月度官价走势 

图 5 中东地区硫磺月度官价走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卡塔尔 3 月硫磺合约价为 FOB183 美元/吨，环比上涨 58 美元/吨，其人民币价格大致在 1720-1745 元/吨。

阿联酋 3 月合约价为 FOB183美元/吨，环比上调 55美元/吨，其人民币价格在 1720-1745 元/吨。 

六 中国硫磺港口数据对比及行情分析 

6.1 硫磺港口库存数据统计表 

表 2 国内主要港口库存数据环比统计表 

单位：万吨 

日期 大丰港 潍坊港 龙口港 南京港 镇江港 湛江港 北海港 防城港 合计 

2021/2/26 -- 1.78 2 25 122.5 20.6 13.6 52 237.48  

2021/3/31 8.9 1.4 2.35 24 123 39.6 10.6 48 257.85  

环比值 -- -21.35% 17.50% -4.00% 0.41% 92.23% -22.06% -7.69% 8.58% 

来源：隆众资讯 

  

0

40

80

120

160

200

卡塔尔 阿联酋 科威特美元/吨

http://www.oilchem/


 

 

 全国热线：400-658-1688  |  24 小时客服：0533-2591688  |   http://www.oilchem .net 

----- 能源化工资讯和价格指数供应商 ----- 
 

数据 | 报道 | 报告 | 会议 | 咨询 | 价格指数 

DATA | REPORT | PRESENTATION | CONFERENCE | CONSULTING | PRICE INDEX 

6 

6.2 硫磺港口数据走势情况 

图 6 硫磺港口整体港存走势图  图 7 长江港口硫磺港存走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来源：隆众资讯 

本月全国港存继续呈现上行态势，其数量由之前的 237.48 万吨增至 257.85万吨，增幅 8.58%。3月份港口

相应资源船到港计划有限，以当前下游回运速度来看，后续港存或有减少可能。截止到目前长江港口库存为 147

万吨，同比减 19.67%；其中镇江港库存 123万吨，同比减 15.75%，南京港存 24万吨，同比减 35.14%。 

6.3 主要港口市场月度行情分析 

图 8 长江地区市场颗粒价格走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隆众资讯 2021 年第 3月份综述：磺市先抑后扬  整体震荡下行 

本月山东市场整体上行，区内前期下游需求相对稳定，加之液硫船供应偏紧，其定价上调明显，之后随着供

暖季的结束以及固体资源的流入等因素，下游需求疲软显现，资源点定价开始下行，但是综合来看整体上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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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产单位上调幅度在 190-230元/吨，地方炼厂液体资源多上调 20-80元/吨。目前区内液体资源出厂参考价在

1410-1460元/吨。 

长江市场本月震荡下行，目前颗粒参考 1380-1400 元/吨。期初中东 3 月合约价的暴涨未能给港上交投带来

利好作用，商户消极待市主导行情向下发展。接着受买涨不买跌的心态影响，终端及商家谨慎观望情绪难散，市

场价只得继续走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下行整理后，港上出现下游和贸易商的适量补货行为，不过其整体释放力

量有限，加之工贸间始终存有意见分歧，使得行情上行走势并不坚定。好在临近月底外盘再度以强势姿态来袭，

持货商积极响应，港上寻货不易，价位借势向上拓展。 

隆众资讯认为：本月硫磺港口市场先抑后扬，整体呈现震荡下行趋势。美金盘虽整体仍显强势，但对国内商

户的入市情绪难起到长期提振的作用，与此同时对于高价资源的心存抵触以及待市信心的磨损，导致港上贸易难

有上佳表现，行情只得整体向下运转。外盘方面，中东 3 月合约价纷纷暴涨，价格环比涨幅 55-58 美元/吨，然

多数业者认为其补涨成份较重，固在交投兴趣上未有更多展现。而贸易气氛的清淡也让市场价一度快速回落。好

在月中过后，卡塔尔招标结果依然体现强势，再结合海运费的居高不下及美金资源进入有限的联合作用，使得卖

方并不急于调整出货，为后期行情向上回调做出铺垫。现货方面，在价格高位回调之初，跌幅基本在持货商承受

范围内，其心态还算稳固，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向买盘迟迟未有恢复，加之买涨不买跌的心态作祟，主导行情

快速下行。好在此时普光止跌站稳，某国产招标亦是稳步上涨，买盘气氛有所改善，价格出现反弹。但很快指向

性因素的缺失，导致供需意见分歧明显且无法快速统一，再其僵持博弈中市场自然震荡盘整推进。虽然后期场上

再度借助外盘的强势将价位拉高，却未能达到月初的水平。 

6.4 国内港口到船统计 

表 3 3月港口固体资源到船统计表 

单位：万吨 

抵港时间 港口 数量 企业名称 备注 

3月初 镇江港 7 -- 加磺 

3 月上旬 镇江港 4.4 -- 沙特 

3 月 10日 镇江港 3.7 -- 颗粒 

3 月 13日 镇江港 4 -- 颗粒 

3 月中旬 镇江港 3.5 -- 颗粒 

3 月下旬 镇江港 3.5 -- 中东 

3 月上旬 大丰港 6 -- 伊朗 

3 月中旬 龙口港 0.65 -- 恒力 

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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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月港口液体资源到船统计表 

单位：万吨 

到港时间 港口 数量 中文船名 英文船名 船公司 来自 返港 

3 月 5日 连云港 0.30  贵妃 GOLDEN WINGS -- 韩国瑞山 韩国瑞山 

3 月 5日 连云港 0.16  东方凤 EASTERN PHOENIX -- 台北 -- 

3 月 6日 连云港 0.32  安运 ASTREANA 富士海运 日本千叶 -- 

3 月 13日 连云港 0.42  东方凤 EASTERN PHOENIX -- 韩国瑞山 -- 

3 月 14日 连云港 0.30  贵妃 GOLDEN WINGS -- 韩国瑞山 韩国瑞山 

3 月 18日 连云港 0.13  光邦丸 KOHO MARU 光邦船务 日本名古屋 -- 

3 月 21日 连云港 0.42  东方虎 EASTERN TIGER 三翔海运 日本名古屋 -- 

3 月 23日 连云港 0.44  硫磺先锋 SULFUR ADVANCE 硫磺先锋 韩国昂山 -- 

3 月 27日 连云港 0.44  硫磺勇敢  SULFUR BRAVE  勇敢船务 韩国昂山 韩国昂山 

3 月 28日 连云港 0.32  安运 ASTREANA 富士海运 日本四日市 -- 

3 月 30日 连云港 0.30  梦想 MS DREAM 梦想船务 韩国瑞山 -- 

3 月 16日 潍坊港 0.56  -- -- -- -- -- 

3 月 17日 潍坊港 0.38  -- -- -- -- -- 

3 月 18日 潍坊港 0.30  -- -- -- -- -- 

3 月中上旬 青岛港 0.44  -- -- -- -- -- 

3 月中上旬 青岛港 0.26  -- -- -- -- -- 

来源：隆众资讯 

 

七 本月国内主要炼厂动态 

7.1 国内各地区炼厂价格表 

表 5 主要地区炼厂价格对比表 

单位：万吨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区域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2021/2/26 2021/3/31 幅度 

硫磺 片状 山东 利津石化 1350 1300 -50 

硫磺 固体 山东 山东东明石化 1480 1650 +170 

硫磺 液体 山东 山东东明石化 1430 1600 +170 

硫磺 液体 山东 玉皇盛世 -- -- -- 

硫磺 液体 山东 淄博鑫泰 1400 1420 +20 

硫磺 液体 山东 寿光鲁清石化 1380 1440 +60 

硫磺 液体 山东 滨海鲁清石化 1390 1450 +60 

硫磺 液体 山东 山东大王华星 1400 1460 +60 

硫磺 液体 山东 广饶正和 1400 1460 +60 

硫磺 液体 山东 昌邑石化 1400 1460 +60 

硫磺 液体 山东 东方华龙工贸 1380 1440 +60 

硫磺 固体 山东 东营神驰化工 -- -- -- 

硫磺 液体 山东 东营神驰化工 1360 1430 +70 

http://www.oil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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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区域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2021/2/26 2021/3/31 幅度 

硫磺 液体 山东 山东海科 1360 1430 +70 

硫磺 液体 山东 海科瑞林 1330 1410 +80 

硫磺 液体 山东 东营华联 1340 1410 +70 

硫磺 液体 山东 东营联合 -- -- -- 

硫磺 液体 山东 中海石油东营石化 1340 1410 +70 

硫磺 固体 山东 齐鲁石化 1250 1480 +230 

硫磺 液体 山东 齐鲁石化 -- 1460 -- 

硫磺 颗粒 山东 青岛大炼油 1220 1450 +230 

硫磺 液体 山东 青岛大炼油 -- 1410 -- 

硫磺 液体 山东 济南炼厂（不含 15元装车费） -- 1420 -- 

硫磺 固体 山东 胜利石化 1130 1320 +190 

硫磺 液体 山东 青岛石化 -- 1370 -- 

硫磺 液体 山东 日照岚桥 -- 1410 -- 

硫磺 液体 山东 汇丰石化 -- 1460 -- 

硫磺 液体 华东 江苏淮安恒邦 -- -- -- 

硫磺 液体 华东 上海石化 -- 1410 -- 

硫磺 固体 华东 金陵石化 1390 1440 +50 

硫磺 液体 华东 金陵石化 1160 1380 +220 

硫磺 固体 华东 镇海炼化 1420 1490 +70 

硫磺 液体 华东 镇海炼化 1220 1410 +190 

硫磺 液体 华东 扬子石化 -- 1410 -- 

硫磺 固体 华东 高桥石化 1340 1430 +90 

硫磺 液体 华东 高桥石化 -- 1380 -- 

硫磺 液体 华东 宁波中金（优等） -- 1410 -- 

硫磺 液体 华东 清江石化 650 780 +130 

硫磺 固体 西南 普光汽运 1390 1350 -40 

硫磺 固体 西南 普光中转 1390 1350 -40 

硫磺 固体 西南 普光船运（万州港） 1570 1370 -200 

硫磺 固体 西南 元坝气田 1440 1400 -40 

硫磺 液体 西南 元坝气田 1390 1350 -40 

硫磺 固体 华中 武汉石化 1450 1380 -70 

硫磺 液体 华中 武汉石化 1110 1400 +290 

硫磺 固体 华中 九江石化 1350 1430 +80 

硫磺 固体 华中 荆门石化 -- -- -- 

硫磺 固体 华中 安庆石化 1450 1480 +30 

硫磺 液体 华中 安庆石化 1120 1250 +130 

硫磺 固体 华中 长岭石化 1450 1430 -20 

硫磺 液体 华中 长岭石化 1450 1430 -20 

硫磺 固体 华中 安徽中安联合 1240 1340 +100 

硫磺 固体（汽运） 华南 茂名石化（优等） 1220 1330 +110 

http://www.oil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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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区域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2021/2/26 2021/3/31 幅度 

硫磺 液体（汽运） 华南 茂名石化 1200 1300 +100 

硫磺 固体（铁运） 华南 茂名石化（优等） 1230 1330 +100 

硫磺 固体（汽运） 华南 广州石化 1170 1330 +160 

硫磺 固体 华南 北海石化 1160 1320 +160 

硫磺 液体 华南 北海石化 1110 1230 +120 

硫磺 固体 华南 海南炼化（船运） 1100 1260 +160 

硫磺 固体 华南 海南炼化（汽运） 1200 1360 +160 

硫磺 液体 华南 湛江炼厂 1110 1250 +140 

硫磺 固体 华北 洛阳石化（优等品） 1130 1440 +310 

硫磺 液体 华北 洛阳石化 -- 1410 -- 

硫磺 固体 华北 天津石化（含 10元装车费） 1160 1440 +280 

硫磺 液体 华北 天津石化 -- 1330 -- 

硫磺 块状 华北 燕山石化（不含 20元装车费） 1010 1340 +330 

硫磺 液体 华北 燕山石化（含 10元装车费） -- 1300 -- 

硫磺 食品级 华北 沧州炼厂 1310 1540 +230 

硫磺 液体 华北 沧州炼厂 -- 1390 -- 

硫磺 液体 华北 石家庄石化 -- 1360 -- 

硫磺 固体 华北 中天合创 900 1050 +150 

硫磺 固体（汽运） 西北 塔河石化 550 850 +300 

硫磺 液体 西北 塔河石化 550 850 +300 

硫磺 固体 西北 独山子石化 472 962 +490 

硫磺 固体 西北 兰州石化 1010 1020 +10 

硫磺 固体 西北 神华宁夏煤业 1200 1050 -150 

硫磺 固体 西北 陕西未来能源 1310 1030 -280 

硫磺 固体 西北 中煤陕西榆林 1200 1050 -150 

硫磺 块状 东北 辽河石化 800 1150 +350 

硫磺 固体 东北 锦州石化 800 1150 +350 

硫磺 固体 东北 锦西石化 900 1150 +250 

硫磺 固体 东北 抚顺石化 800 1100 +300 

硫磺 固体 东北 盘锦华锦 1031 1331 +300 

硫磺 液体 东北 盘锦华锦 930 1180 +250 

硫磺 液体 东北 大连石化 850 1050 +200 

硫磺 液体 东北 大连西太平洋 850 1050 +200 

硫磺 液体 东北 辽阳石化 830 1230 +400 

来源：隆众资讯 

本月国产硫磺大势上调，局部有走低表现。北方地区前期因下游需求稳定，库存处于地区，资源点价格上调

明显，之后随着终端需求放缓使得资源点价格回调整理，然其整体价格依旧走高，综合幅度在 190-310 元/吨；

沿江及南方地区受港口价格变动的影响较大，大部上调幅度在 50-290元/吨，个别炼厂根据其库存情况适当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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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在 20-70元/吨；西北地区煤制硫磺主流参考价在 1030-1050元/吨。中石化普光万州价格下调 200元/吨至

1370元/吨，达州汽运价格下调 40元/吨至 1350元/吨，日产量 5000吨附近。 

7.2 中石化普光万州、达州调价统计 

图 9 中石化普光万州、达州调价一览图 

 

来源：隆众资讯 

八 中国硫磺进口数据统计 

8.1 中国硫磺进口月度数据对比 

图 10 2020-2021年硫磺进口量及环比图 

 

来源：隆众资讯 

海关总署进口数据显示 2021 年 2月中国硫磺进口数量为 84.11万吨，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增 27.2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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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中国硫磺进口数量为 168.21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 6.21%。 

8.2 2021 年硫磺进口按资源来源地排名前十统计 

图 11 2021 年 1-12 月硫磺进口量按资源来源地排名前十 

 

来源：隆众资讯 

从 2021 年 1-2 月中国硫磺进口累计量来看，按进口来源地排名第一位是阿联酋，进口量为 42.83 万吨，占

1-2月中国硫磺进口累计量的 25.46%；第二名是沙特，进口量 26.35万吨，占 1-2月中国硫磺进口累计量的 15.66%；

第三名是卡塔尔，进口量为 20.06 万吨，占 1-2月中国硫磺进口累计量的 11.93%。 

九 硫磺行业相关产品动态 

9.1 下游硫酸市场动态 

图 12 三种酸市场行情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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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隆众资讯 

本月国内硫酸市场全面上涨。进入 3月份，下游化工及化肥行情迎来生产旺季，出口价格水涨船高，需求强

势。山东地区在下游钛白粉等化工需求稳定和硫磺酸原料硫磺价格持续走高的双重利好下，区内资源紧张情况维

持，酸价于 3 月份再次领涨，整体涨幅 100-180 元/吨。受其带动，河北、辽宁、内蒙等地走货顺畅，价格稳步

抬升。西南地区的云南市场也在下游磷肥、钛白粉近期市场活跃，酸企走货顺畅下，自月初开始整体酸价有了多

次上调表现，总计涨幅 130-140 元/吨。受其带动贵州、四川酸价也顺势拉涨。而在长江区域，主力下游需求地

区湖北市场，在硫磺价格冲高回落后，区内资源未能有大幅度抬涨，整体涨幅 60-70 元/吨。安徽、江西主力酸

厂受原料影响产出量下滑，酸价呈现多地区资源，小幅多次上涨模式。华南地区广西、福建酸企库存低位情况维

持较长时间，沿海酸企因出口市场价格高位，资源紧张。本月出口数量和利润都较为可观，进而导致国内发运量

受限。加上下游化工产品需求稳定，区内硫酸市场较为活跃，价格上涨 80-120元/吨。。湖北地区 98%冶炼酸主

流到厂价围绕 460-560元/吨，同比 2月底上涨 12%-15%。云南地区 98%冶炼酸主流到厂价围绕 510-560元/吨，

同比 2月底上涨 33%-34%。 

9.2 下游磷铵市场动态 

图 13 磷酸一铵 55%粉、磷酸二铵 64%粒市场行情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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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隆众资讯 

3 月，国内磷酸一铵市场整体趋于盘整运行，虽然少数鄂企出厂报价抬涨 50 元/吨，但市场交易气氛一般，

价格主流走稳，局部灵活窄幅调整。磷酸一铵企业价格抬涨原因：原料磷矿石价格上调 30-50 元/吨，合成氨价

格抬涨，截止 3月 25日湖北地区月内抬涨接近 600元/吨，成本增压，另外部分下游复合肥企业原料生产多可用

至 4月中旬，开启一波采购需求，磷酸一铵企业新单增量，待发量增多，价格再次抬涨。然随着氮、磷、钾价格

的不断抬涨，下游复合肥成本压力增大，价格抬涨有难度，且随着春耕肥的结束，消耗量缩减，对高价原料抵触，

市场交易量跟进有限，贸易商仍持有部分前期低价货源，因此低于工厂现价出售。截止月末，华北地区 55 粉主

流送到价 2520-2570元/吨附近，华中工厂出厂价 2450-2500元/吨，实际商谈为主。 

   3 月，国内磷酸二铵市场盘整运行，市场新单跟进欠佳，企业仍以前期预收及出口订单发货，短时暂无销售

及库存压力。供应面，本月磷酸二铵开工率成下滑趋势，主因部分企业装置检修造成供应减量，目前磷酸二铵企

业整体待发订单多至 4月，接单积极性提高，但下游接受度欠佳；需求面，二铵市场即将进入用肥季节，下游接

货积极性不高，业者心态逐渐减弱，且随着国家储备肥投放市场，一定程度上使下游观望情绪增加；3月，国际

二铵市场报价弱势维稳，交易情绪略显被动。虽然印巴市场库存已经抵达近几年来低位，但因二铵价格和国际运

费高位，买方市场观望情绪较浓。受买方情绪感染，中国二铵生产企业报价放缓，现二铵有小单成交在 539美元

/吨 FOB 中国，市场当前情绪较为焦灼，购销双方进入博弈状态。 

9.3 下游钛白粉市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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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钛白粉市场金红石型、锐钛型行情走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本月钛白粉市场继续上涨。月内有 21 家钛白粉企业发涨价函，涨幅在 800-1500 元/吨。月内国内外市场差

异明显，国内下游因暂不接受目前高价格，故现货市场的实际成单量有限，经销商也因此多观望，市场整体僵持

整理；出口市场较火爆，目前出口离岸价折合人民币后相比国内市场价高出 500 元/吨左右，且订单充足，厂家

销售重心在出口市场。月内有部分厂家装置检修，目前多已恢复，或计划在 4月初恢复。成本方面，主要原料钛

矿和硫酸月内整体上涨，钛白粉物料成本增加明显。目前钛白粉企业待发订单数量充足，仍能维持一月以上，现

货库存紧张，加之成本增加，月末已有厂家发函调涨，西南、华东部分厂家封单，也有调涨意向，预计下月钛白

粉价格将再次上涨，幅度在 1000-15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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