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化工 之 苯乙烯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之特别声明                                                     1 

 

中下游扩产 波动源自纯苯 EB 震荡 

冯献中 F3082965 Z0017646 

 

⚫ 行情展望 

2023 年苯乙烯价格或震荡，油价 80-90 美元/桶中性假设下，主

力运行区间[7500，9500]，主要波动来自纯苯的阶段性供需错位。 

⚫ 主要逻辑 

1. 产能扩张期仍未结束，一体化投产箭在弦上。年底至 2023年

苯乙烯计划投产 495 万吨，产能增速高达 28%，一体化国家级项目投

产只是时间问题。同时，存量产能有 8%左右的供应弹性富裕。 

2. 纯苯短期受盛虹等装置投产压制，长期待投产能基本被消化。

到 23年底，纯苯计划投产约 304万吨，低于苯乙烯和酚酮新增需求。 

3. 下游投产高峰，但表需增长乏力。EPS、PS、ABS计划新增产

能需要消耗 566万吨/年苯乙烯，但地产竣工负增长拖累家电消费。 

⚫ 策略推荐 

全产业链利润压缩至低位后，纯苯投产空窗期可尝试正套或做多。 

⚫ 风险提示 

1. 家电换购刺激政策，小家电需求大增（利多）。 

2. 装置投产进度不及预期（利多）。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证监许可[2011年]14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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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行情回顾 

俄乌冲突、海外芳烃调油是 22 年苯乙烯价格走势的主逻辑，上半年

新投产能过多，成本定价格局清晰，仅在 8-9月份走出一波需求旺季驱动

的独立行情。截至 11 月中旬，华东现货运行区间[8000,11375],波动连续

第三年下降，均价 9469 元/吨，同比上涨 6.8%。 

第一阶段：上半年俄乌冲突油价创下新高，夏季北美出行高峰刺激调

油需求，苯乙烯成本大幅上行。3月份油价一度站上 130美元/桶，5月份

美国柴油供应不足，带动芳烃调油，亚洲纯苯跨区套利，期间苯乙烯从 8000

一路上涨至 11000元/吨。 

图 1：苯乙烯主力合约及基差走势 

 

图 2：华东苯乙烯现货价格季节性 图 3：苯乙烯期货M1-M2价差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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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成本高位转弱，需求端偶有发力，单边走势震荡下行。美

联储加息，全球需求进入衰退期，油价在 6 月中旬见顶，同时芳烃调油需

求结束，远期价格迅速下跌，苯乙烯隔月价差最高升至 400。8-9 月份全

球经历罕见高温，空调需求强劲，苯乙烯走出一波反弹，利润修复至年内

最高水平。10月以后，需求转淡，盛虹纯苯投产预期压制，产业链利润回

吐。 

二、待投产能数量庞大，开工率已至低位 

2.1 23 年潜在新产能众多，一体化继续加码 

至 2022年 10月，苯乙烯已投产 284万吨，总产能达到 1759.2 万吨，

产能增速达到 19%，延续 2020 年以来的产能高速扩张期。本轮新增产能

投产时间集中在上半年，工艺路线以 PO/SM 为主，有三套是 60-70万吨级

别的大装置，产能需要时间来消化。年底剩余计划投产的是连云港石化 60

万吨和广东炼化 80万吨。 

表 1：苯乙烯 2022-2023 年投产一览 

 

资料来源：隆众、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公司名称 工艺 产能 投产计划

烟台万华 PO/SM 65 2021年12月24日
镇利化学二期 PO/SM 62 2022年1月10日
山东利华益 乙苯脱氢 72 2022年2月6日

茂名石化 乙苯脱氢 40 2022年6月4日
独山子石化 扩能 4 2022年6月6日

天津渤化 PO/SM 45 2022年6月27日

连云港石化 乙苯脱氢 60 预计2022年12月

中委广东石化公司 乙苯脱氢 80 预计2023年初

淄博峻辰新材料（原齐旺达） 乙苯脱氢 50 预计2023年一季度

浙江石化二期 PO/SM 60 预计2023年

盛虹炼化 PO/SM 45 预计2023年

安庆石化 乙苯脱氢 40 预计2023年

山东京博 乙苯脱氢 68 预计2023年底投产

洛阳石化 C8抽提 12 投产时间未定
浙江石化二期 乙苯脱氢 60 投产时间未定
中信国安瑞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PO/SM 20 投产时间未定
合计（待投产）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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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底到 23年，计划新增产能有 10套，总计达到 495万吨，产能增

速 28%。以浙石化二期、盛虹炼化、连云港石化、中委广东炼化为代表的

一批装置，为“十四五”国家重点规划的千万吨级炼化一体化项目，技术

先进、成本优势大，未来投产的确定性也强。 

2022 年，我国苯乙烯产能华东占比升至 62%，其中浙江超过 350 万

吨，其次是山东和广东。由于国家 7大世界级石化基地均布局在沿海地区，

未来内陆地区产能占比将继续下降。 

从工艺路线和一体化程度看，目前一体化产能已占到 36%，排名第一。

原料外采且无配套下游的占 25.8%,这部分产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被逐

渐挤出市场。PO/SM 联产路线因利润大幅走低，投产速度可能有所放缓。 

图 4：苯乙烯产能分布（按省份）/万吨 图 5：苯乙烯不同工艺及工段比重 

  
资料来源：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2.2 苯乙烯产量增长，开工率走低 

2022年 1-10月，我国苯乙烯产量 1126 万吨，同比增长 11%，其中 10

月份产量 120万吨，刷新一月份创下的历史新高。年内检修高峰集中在 3

月和 6月，减产检修环比损失量约 6-8万吨。7-10月份，日均产量连续 4

个月增长。 

新产能释放影响，边际产能停车增多。2022 年我国苯乙烯平均开工

率 73%，较过去五年均值下降 8个百分点。低利润下，部分企业以成本性

或常规性检修的形式停车。在利润合理的情况下，这部分装置可以及时重

启，释放供应弹性。 

 



能源化工 之 苯乙烯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之特别声明                                                     5 

图 6：苯乙烯行业开工率 图 7：苯乙烯月度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隆众，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进口替代下，港口库存偏低，厂库水平中性。苯乙烯国产化率的提升，

导致港口的周转需求下降。港口以往主要承担国际贸易和南北套利的物流

节点，进口量的减少、工厂直发货源的增加，港口的地位正在日渐下滑。

从 3-5月份的库存情况看，港口提货低位，库存去化艰难，同期厂库的去

化则较为顺畅。8月份受台风影响，外贸到港延期，但即使到 10 月份，进

口利润恢复，港口库存依然没有恢复到历史同期水平，此时，厂库已经基

本增加到 21 年同期水平。到 2023 年，除非内外价差出现阶段性的扭曲，

港口库存在流通环节中的占比或进一步下降。 

图 8：苯乙烯江苏港口库存（万吨） 图 9：苯乙烯上游厂库（万吨） 

  
资料来源：隆众，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2.3 非一体化装置利润长期承压 

产能过剩，乙苯脱氢单元盈亏线成苯乙烯价格上方压力位。非一体化

指的是外采纯苯、乙烯，生产苯乙烯外售的企业。由于工段覆盖较短，该

类企业对原料和成品价格波动更为敏感。目前纯苯利润情况优于苯乙烯，

加上装置规模优势，一体化大装置可承受的苯乙烯价格更低。在产能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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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非一体化装置充当供应的调节器。年内看，非一体化利润均值在-240

元/吨，延续了 21 年 7 月份以来的态势，仅四分之一的天数盈利。23 年

苯乙烯国内产能增量较高，行业亏损程度或进一步加深，直到吞噬一体化

企业的纯苯利润。 

图 10：乙苯催化脱氢利润 图 11：PO/SM联产利润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2.4 纯苯增量与需求端基本匹配 

乙苯脱氢路线制苯乙烯的两大直接原料是纯苯和乙烯，其中纯苯单耗

0.79，是苯乙烯成本端的决定性因素。纯苯主流生产工艺包括石脑油催化

重整、甲苯歧化制 PX 和纯苯，少部分来自于煤化工加氢苯。 

纯苯催化重整的加工费中枢在 1000-1500 元/吨。2022年 5-6月份受

北美芳烃调油需求拉动，韩国芳烃（甲苯、纯苯等）开始亚美反向套利，

推动纯苯加工费最高飙升至 3000 元/吨，11 月份盛虹炼化 130 万吨纯苯

产能落地并分批投产，纯苯加工费大跌至 500元/吨。 

图 12：纯苯（催化重整）加工费（元/吨） 图 13：乙烯裂解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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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苯催化重整的加工费中枢在 1000-1500 元/吨。2022年 5-6月份受

北美芳烃调油需求拉动，韩国芳烃（甲苯、纯苯等）开始亚美反向套利，

推动纯苯加工费最高飙升至 3000 元/吨，11 月份盛虹炼化 130 万吨纯苯

产能落地并分批投产，纯苯加工费大跌至 500元/吨。 

22年纯苯投产不及预期，23 年计划投产较高，但基本能被下游消化。

年初纯苯 1-3 季度预估新增产能有 233 万吨，实际仅有 36 万吨，盛虹炼

化投产时间一再推迟，其余小型装置投产也不及预期。年底盛虹炼化、广

东炼化、东营威联计划投产，总产能 240 万吨，2023 年不含桐昆还有 64

万吨产能待投。而下游苯乙烯 23 年新增乙苯脱氢和共氧化产能需要消耗

纯苯 280-400 万吨/年（基于不同投产假设下），再加上酚酮等其他下游

的投产，纯苯增量基本能被消化。不过，鉴于上下游投产节奏错位，以及

下游投产后开工率可能下滑等因素，纯苯存在阶段性过剩的可能性。 

表 2：纯苯 2022-2023年投产一览 

 

资料来源：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三、下游投产高峰，终端消化成制约因素 

苯乙烯表观需求增幅逐年下降。2022 年 1-9 月，我国苯乙烯表观消

费量 1035万吨，同比增长仅 2.2%，增速较 21年进一步下降。EPS、PS（透

苯+改苯）、ABS是苯乙烯三大主力下游，合计占比在 7成左右，其他主要

是 UPR和丁苯类产品。 

截至 2022 年 10 月份，EPS 新增产能 73 万吨（宁波龙利钜能二期、

河南远东程益、青岛壬庚及安庆兴达），增长 12%至 667万吨，后续有乐

公司名称 工艺 产能 投产计划
镇海炼化二期120万吨大乙烯 乙烯联产 15 2021年12月28日
九江石化（扩能） 甲苯歧化 21 2022年6月8日

盛虹炼化 催化重整 130 22年11月中旬至23年Q1分批投产

中委广东石化 催化重整 80 预计2022年12月

东营威联化学二期 芳烃抽提 30 预计2022年12月

浙石化二期乙烯 乙烯联产 20 预计2022年底

海南炼化（扩能） 甲苯歧化 32 预计2022年底

中海油宁波大榭石化 芳烃抽提 12 预计2023年1月

广西桐昆石化 芳烃抽提 50 预计2023年底

合计（待投产）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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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信泰计划投产。产能分布中，华东占比超过 50%，华南占 20%左右。2023-

2024年，国内计划新增 EPS产能约 187万吨，年均增速超过 10%。 

年内 PS新增产能 60万吨（宁波利万、安徽昊源、青岛海湾及衡水佰

科），增长 13%至 515 万吨，主产地在华东。2023年，PS计划新增能产能

达到 796万吨，若全部投放，产能增速超过 50%。 

ABS 目前新增产能为辽宁金发 60 万吨/年中的首条 20 万吨生产线，

行业产能增长到 505.5 万吨。从后续投产计划看，光年底就有 225 万吨

（华南揭阳、广西科元、浙石化一期、宁波台化、山东利华益），2023年

还有英力士苯领、科元控股、新浦化学等 100万吨以上产能规划，待投产

总规模超现有产能的 60%。 

下游投产过快，开工利润双降。2023年，三大主力下游新增苯乙烯消

耗约 566万吨，高于苯乙烯自身的产能增量。但下游高速扩张的产能难以

在短期内被终端消化，以往利润较高的 HIPS 和 ABS，2022 年盈利水平均

大幅走弱。利润的下行一方面制约新增产能的投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压

低了存量装置的开工率，2022 年五大下游综合开工率仅 63%，较 21 年下

降 7个百分点。 

图 14：苯乙烯五大下游综合开工率 图 15：苯乙烯下游产品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苯乙烯下游产品的应用领域较广，主要是汽车、家电、日用塑料，保

温板材和泡沫包装。对应终端两大行业是汽车和地产。 

得益于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国内增购换购，以及出海需求的拉动，

我国 1-10 月汽车产量累计增长 8.1%，较 21 年提升 3.3 个百分点。车用

塑料主要利好 ABS，拉动效应不及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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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属于后地产周期行业，一般滞后于竣工 3-12 个月。根据国泰君

安证券家电测算，房屋竣工对空调、冰箱的拉动比例分别在 21%和 17%。

2022年 1-9月我国房屋竣工累计同比下滑 20%，“保交楼”将对四季度的

竣工有边际提升，但后继乏力。在此基础上，23年家电消费可能存在较大

下行压力。 

图 16：汽车产量累计同比增速% 图 17：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四、外盘弱势，反倾销年中到期 

22 年 1-9 月份，中国苯乙烯净进口 28 万吨，同比减少 75 万吨，其

中 4-6月份为净出口，主要受进口替代和北美芳烃调油影响。但在美联储

加息之后，外盘持续走弱，7月份以后进口利润大幅走高，带动进口量回

升，9月净进口量已达 10万吨，预计四季度到 23年上半年进口压力仍然

较大。 

图 18：中国苯乙烯净进口量（万吨） 图 19：苯乙烯进口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海关，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五年反倾销到期在即，国际贸易竞争加剧。2018年 6月 22 日，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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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 43 号文件，公布对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苯乙烯征收反倾

销税，税率在 3.8%-55.7%，为期五年。反倾销实施前的 2017年，我国从

这三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苯乙烯 167 万吨，反倾销实施后的 2019 年锐减到

59万吨。近两年我国苯乙烯产能大幅扩张，基本完成了进口替代，预计 23

年 6 月份反倾销到期终止的可能性较高。这三个地区的苯乙烯总产能约

1000万吨，取消反倾销后，将与国内厂商形成更直接的竞争。 

表 3：中国苯乙烯进口反倾销税率细则 

 

资料来源：商务部，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五、总结 

展望 2023年苯乙烯价格或震荡，油价 80-90美元/桶中性假设下，主

力运行区间[7500，9500]，主要波动来自纯苯的阶段性供需错位。 

主要矛盾： 

1）产能扩张期仍未结束，一体化投产箭在弦上。年底至 2023 年苯乙

烯计划投产 495万吨，产能增速高达 28%，一体化国家级项目投产只是时

间问题。同时，存量产能有 8%左右的供应弹性富裕。 

2）纯苯短期受盛虹等装置投产压制，长期待投产能基本被消化。到

23年底，纯苯计划投产约 304万吨，低于苯乙烯和酚酮新增需求。 

3）下游投产高峰，但表需增长乏力。EPS、PS、ABS计划新增产能需

要消耗 566万吨/年苯乙烯，但地产竣工负增长拖累家电消费。

韩国 税率 台湾地区 税率 美国 税率

韩华道达尔 6.2% 台湾化纤 3.8% 利安德 13.9%
丽川NCC 6.2% 其他 4.2% 华美 13.7%
乐天化学 7.5% 英力士苯领 13.9%
LG化学 6.6% 美洲苯乙烯 13.9%

SK综合化学 6.6% 其他 55.7%
其他 7.5%

产能/万吨 308 203 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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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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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458 号中财金融广角二

楼 电话：0571-56080568 

江苏分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11 号中泰国际

大厦 5 栋 703-704 室 电话：025-58836800 

中原分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80 号 3 号楼 11

层 1108 室 电话：0371-60979630 

成都分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00 号东方

希望天祥广场 A 座 2703 室 电话：028-62132736 

上海陆家嘴环路营业部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958 号 23

楼 2301 室 电话：021-68866819 

上海襄阳南路营业部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襄阳南路 365 号 B 栋 205 室 电

话：021-68866659 

北京海淀营业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苑 5 号楼 11 层 1117、1119-

1121 室 电话：010-63942832 

深圳营业部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中深花园 A 座

1209 电话：0755-82881599 

天津营业部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14 号中财金融广角二楼 

电话：022-58228153 

重庆营业部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 6 号（国金中心 T5）510 单

元 电话：023-67634197 

沈阳营业部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100-4 号华强广场 A

座 905 室 电话：024-31872007 

武汉营业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236-237 号 A 栋

10 层 电话：027-85666911 

西安营业部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和平路 22 号中财金融大厦

304、307 电话：029-87938499 

杭州营业部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458 号 2 楼 206、208 室 

电话：0571-56080563 

扬州营业部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运河西路 588-119 号壹位商

业广场 电话：0514-87866997 

济南营业部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63 号恒大帝景

9 号楼 11 楼 1119A 室 电话：0531-83196200 

无锡营业部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运河东路 555 号时代国际

A 座 1808 电话：0510-81665833 

郑州营业部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 69 号未来公寓

707、716 室 电话：0371-6561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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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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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营业部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解放西路 49 号明珠广

场 H 栋 602 室 电话：0791-88457727 

合肥营业部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 288 号香港广场

1306、1307 室 电话：0551-62651811 

唐山营业部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万达广场购物中心区 2 单

元 B 座 1804 室 电话：0315-2210860 

日照营业部 

地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济南路 257 号兴业财富广

场 B 座 10 楼 电话：0633-2297817 

赤峰营业部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万达广场甲 B20 楼 2010 

电话：0476-5951109 

厦门营业部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后埭溪路 28 号

（皇达大厦）7 楼 F 单元 电话：0592-5630235 

常州营业部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竹林西路 19 号天宁时代

广场 A 座 1706 室 电话：0519-85515185 

南通营业部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中南世纪城 34 栋 2202、

2203 室 电话：0513-81183555 

宁波营业部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古塘街道承兴大厦 7-2-1 

电话：0574-63032202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华能联合大厦 23 楼  总机：021-68866666  全国客服：400 888 0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