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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处于强周期中，四季度有望继续走高
——2018 年四季度甲醇期货投资策略报告
【报告要点】


三季度甲醇盘整后冲高，近期期货表现略强于现货，西北现货价
格一路走高至 3000 元/吨，受到装置检修，进口问题等因素刺激
期货走高至 3200-3500 区间上沿；



产业链利润集中于上游，甲醇生产企业盈利率达到 50%，下游利
润低位，但有望随着 PP 涨价而有所改善；



甲醇新增产能较少且多有配套装置，供应冲击小，四季度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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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产概率高，焦炉气环保压力或有减轻；进口延续全年低位的态
势，海外装置不稳定，检修和事故较多，四季度进口增量有限，
港口大概率符合往年去库规律；


国内取暖需求和海外生物燃料需求或即将出现，甲醇供需紧平衡
的背景下，四季度价格有望继续走高；



操作上单边谨慎追高，套利关注 MA1-5 正套以及 MTO1 月的逢高做
空机会。

【四季度甲醇市场行情展望】
总体来看，宏观方面美联储利率走高之际需警惕全球资产价格风险
蔓延，人民币汇率走弱使得甲醇进口成本抬升，有利于支撑港口甲醇价
格，输入型通胀是目前的大宗商品走强的一大逻辑。甲醇行业自身处于
强周期，生产装置利润高，企业积极生产库存较低，下游需求是压制甲
醇价格的一大因素。但四季度 PP 现货改善或有限，传统下游跟随涨价，
预计甲醇天花板将不断上移。四季度，天然气紧张确定性较大，冬季醇
醚燃料需求释放初现端倪，焦炉气限产可能放松，总体上甲醇供需大概
率偏紧，四季度有望进一步走强。

【风险提示】


宏观风险，美国利率走高引发全球性风险资产走低，进而引爆避
险情绪；人民币大幅走低；



天然气紧张程度不及预期，燃料需求等增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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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季度汇率贬值，甲醇冲高盘整
三季度甲醇期现货价格连续走高，西北内蒙现货更是持续上涨，最高达到 3000 元/吨左右，
大涨 700 元/吨。其它主要产销区多为冲高震荡走势，江苏港口上涨后 9 月徘徊于 3300 元/吨一线，
上涨 300 元/吨；鲁南现货 9 月在 3100 元/吨左右，河南在 3150 元/吨左右，河北 3100 元/吨左右。
甲醇期货 1901 合约 8 月冲高后震荡接近两个月，目前来看 3200 关口的支撑力度和 3400 上方的
压力都比较明显。
7 月人民币跌破 6.7，最低贬值接近 7 左右，与之相伴的是甲醇进口成本的抬升，中国甲醇的
价格洼地被资本填入，再加上化工品整体强势，尤其是 PTA 行情的火爆，甲醇期货价格突破 3000。
8 月中旬，市场流传中国大厂不进口美国甲醇的消息，期货非理性冲至 3500 上方。8 月底开始，
行情走势纠结，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9 月上旬宏观贸易战稍有喘息，加上神木化学失火消息，
市场曾一度上攻，但库存累积较快超出预期，期货随后回落。9 月下旬西北装置一波集中检修，
下游 MTO 工厂重启，导致西北价格继续上涨，但下游接货意愿始终不强，期货仍未能突破盘整
区间。
图 1. 甲醇现货价格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wind

展望后市，由于传统下游价格传导顺利，MTO 随着 PP 大涨利润修复，短期甲醇具备上行动
力，中期来看冬季天然气紧张导致甲醇供应收缩和燃料需求新增预期仍存，海外装置不稳，东南
亚价格坚挺且进口量大幅增加概率不大，甲醇整体上易涨难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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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甲醇期货价格走势（元/吨）

二、产业链利润集中于上游，下游利润决定高度
目前甲醇价格处在近年高位，甲醇原料煤炭价格上涨但能够被消化，天然气直供厂家，价格
变化不大，焦炉气方面，受制于环保限产，但也是由于甲醇盈利性好，装置基本没有变化。总体
上甲醇生产利润很好，不论是天然气制甲醇利润还是煤制甲醇利润，都大致有 1000 元/吨的利润，
对应目前 3000 多元的甲醇价格，利润率达到 50%，可谓暴利。
图 3. 西北煤制甲醇利润（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下游利润情况则不尽相同，占比较大传统下游中，甲醛和二甲醚的利润都较低，基本徘徊于
盈亏平衡线边缘.甲醛三季度收到雨季影响，下游板材工厂开工率降低，需求减弱的情况下，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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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多随原料甲醇波动，工厂只能小幅盈利。二甲醚产业过剩的局面没有改观，开工常年维持低
位，企业生存困难，大多在开工和停产之间徘徊。利润最高的是醋酸，醋酸行业整体处于强势周
期，7 月南京塞拉尼斯装置报出降幅消息后，醋酸价格坚挺，下游及出口需求增加，8-9 月，醋酸
价格探底回升，江苏醋酸最高回升至 5000 元/吨，目前醋酸利润依旧维持在 1500 元/吨以上，醋
酸行业供需紧张的局面今年有望继续保持，故对甲醇的需求较好。
图 4. 甲醛生产利润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6. 西北外采 MTO 利润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5. 醋酸生产利润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7. 华东某 MTO 装置利润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新型下游方面，近期烯烃拉涨，使得甲醇最大下游 MTO 利润有所修复。按 PP 粒料与甲醇
1:3 计算，目前两者价差在 200 左右，较近两年价差高点 800 元/吨附近明显偏低。而实际 MTO 装
置多有副产品，如华东几个大装置，一套主要还有 MEG 产出，另外的则有 MMA、EO、EVA 等
高附加值产品产出，它们的生产利润仍然维持，不过部分沿海 MTO 厂商产品单一，经营确实较
为困难。所以总的来说，单纯按照甲醇制 PP 的利润水平来确定甲醇的高点准确性就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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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 MTO 工厂的综合利润下滑至历史较低位置，下游企业大面积降负关停，此时甲醇顶部确定
性较高。由于 PP 现货紧张，价格大涨，目前 MTO 利润逐渐脱离低位，四季度 PP 现货仍然大概
率偏紧，故甲醇上涨还算良性，下游对甲醇制约的天花板不断上移。

三、甲醇新增产能释放缓慢，四季度原料限产概率高
从国内甲醇新增供应方面来看，2018 年 4 季度仍有部分甲醇新装置投产，但多配套下游一体
化装置。如山西晋煤华昱 100 万吨/年甲醇装置已投产，下游烯烃装置待定，鲁西化工 80 万吨/
年甲醇装置计划 10 月份投产，久泰能源和中安联合均为煤经甲醇制烯烃（CTO）装置，装置稳定
运行后期需要分别外采甲醇 80 和 40 万吨/年。预计随着上述装置的陆续投产，今年甲醇的新增
产能在 770 万吨左右，年度产能增速在 6%，继续创下近几年的新低（17 年 7.3%，16 年 8%）。2018
年底国内甲醇供应量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可外售供应增量不高。
表 1. 甲醇装置投产情况（万吨/年）

企业

所在地

烯烃产能

甲醇产能

目前运行情况

滕州凤凰
金能科技
安徽昊源
内蒙新奥
延安能化
晋煤华昱
鲁西化工
恒力石化
久泰能源
建滔潞宝
中安联合
2018年合计

山东
山东
安徽
西北
西北
西北
山东
大连
西北
西北
华东

0
0
0
20
60
50
30
0
60
60
70
350

20
20
80
120
180
100
100
50
100
120
170
770

1月投产
2018年4月初投产
2018年5月投产
甲醇6月底投产,烯烃待定
8月底投产
投产待定
甲醇10月底投产,烯烃待定
计划2018年10月
2018年 11月
2018年底
2018年底
资料来源：东吴期货研究所

存量装置供应来看，去年以来甲醇生产利润颇丰，对应甲醇装置生产负荷处在高位，今年装
置运行不稳定导致二季度以来的检修较多，随着前期检修装置的陆续重启，自 8 月开始甲醇装置
检修恢复量一直大于新增检修量。从最近的甲醇开工率来看，装置已经恢复至 70%以上附近，处
于历年高位。所以甲醇产量继续释放的空间不多，四季度受到环保限产和天然气限产的影响下，
甲醇装置开工率有望回落。
由于今年上半年甲醇装置检修量偏大，我们预计煤制甲醇方面在四季度高利润格局下大面积
集中检修概率小；焦炉气装置方面，受制于环保压力恢复有难度，尤其是苏北焦炉气装置重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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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于预期；而天然气装置方面，年末气荒概率较大，届时恐怕仍将降负保民用为主，考虑到焦
炉气和天然气装置分别占甲醇生产比例在 15%和 12%，冬季甲醇供应仍将面临一定程度的收缩。
综合甲醇新建产能投产和已有装置检修情况来看，预计四季度甲醇供应总体上呈现偏紧的局面。
图 8. 甲醇国内装置开工率

图 9. 甲醇西北装置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四、进口是市场焦点，四季度总量依然有限
年中受到生物燃料需求较好以及多套装置运行不稳的共同影响，CFR 东南亚价格从三季度开
始走势独立，整体维持在 420 美元/吨上方。7 月开始中国和东南亚两地进口价差持续扩大，最高
达到 55 美元/吨，按照中国到东南亚套利运费 30 左右计算，中国转口至东南亚有利可图，所以转
口量增加，进口到港货源供应持续偏紧，价格亦处在相对高位。目前甲醇 CFR 中国价格在 420 美
元/吨左右，换算成进口人民币完全成本大约为 3600 元/吨，比江苏 9 月 3350 元/吨的均价要高出
250 元以上。进口持续亏损是今年大多数时间存在的状况，大厂一般受到进口成本的制约较小，
但进口投机商的减少也使得甲醇进口量偏低。
另外，甲醇港口库存 8 月份从 55 万吨大涨至 80 万吨以上，这其中有进口量增加，大型船只
集中卸货的因素，也有港口与内陆价差拉大后贸易商内陆扫货运往港口套利的因素。进入 9 月交
割月后，尽管港口库存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市场对期货盘面与内陆现货市场价差以及港口库存
均处在年内高位水平产生担忧，但实际情况好于预期。目前甲醇库存降至 60 万吨附近水平，符合
往年四季度去库存规律，这打消了后市多头进攻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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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甲醇进口价格走势（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
图 12. 甲醇港口库存情况（万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图 11. 甲醇进口盈亏（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13. 甲醇纸货市场结构（元/吨）

数据来源：东吴期货研究所

8 月份我国甲醇进口在 71.5 万吨，较 2018 年 7 月份进口量（50.5 万吨）增加 21 万吨符合我
们预计的 70 万吨左右的进口量。8 月我国甲醇出口量在 4.5 万吨，转口现象仍存。我们预计 9 月
到港量有望维持在 60 万吨以上，同比 70 万吨以上的进口量仍然较少。短期内，甲醇进口量的环
比增加有助于缓解港口货源的供应紧张预期，我们通过观察纸货市场也可以发现，其 back 结构可
能将慢慢转为 contango 结构，说明近月货源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但四季度甲醇进口仍旧不容乐
观，主要是因为海外装置多数老化，事故频发，其次海外下游生物燃料需求也存在增量，整体供
需偏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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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气荒预期强烈，甲醇年末仍将强势
从政策上看，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国务院 7 月初印发《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要求，制定了未来 3 年的环保路线图。而清洁取暖是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一环，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煤改气工程，由于我国天然气资源紧缺，去年部
分地区盲目扩大煤改气实施规模，前期统筹协调工作不到位，一度使得年末民用天然气十分紧缺。
今年以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8 月份，天然气产量 103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天然
气进口量 789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38.6%；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1804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8.2%。
预计全年供应量大致为 2729 亿立方米，比 2017 年 2407 亿立方米的供应量多出 300 亿立方米。
从需求来看，由于煤改气的继续执行以及工业用气的增加，按照 2017 年消费量 2373 亿立方米，
增速 15.3%计算，今年消费量在 2736 亿立方米，供需仍大概率偏紧。另外，即使今年天然气供应
加大，但仍以“压非保民”为主，即只要是居民用气，无论是合同内还是合同外，都要无条件优先
予以保障。所以年末只要受到消息影响，甲醇盘面对工业气荒的炒作是确定性的。
图 14：天然气产量与进口合计（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吴期货研究所

甲醇年末上涨的季节性规律除了气荒原因以外，也有分析指出海外生物柴油对甲醇的需求增
长拉动了东南亚甲醇价格，从而带动中国甲醇价格上涨。我们研究发现，目前欧盟是世界上生物
柴油的主要消费地区，由于欧盟对废气排放有着严格的削减目标，生物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矿物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少 50%，这加大了欧盟从东南亚进口生物柴油的力度并带动东南亚生
产柴油的甲醇原料价格，同时在冬季甲醇的醇醚燃料需求也将得到明显的释放。因此甲醇价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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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天然气或者焦炉气限产以及冬季醇醚燃料需求释放导致的供需收紧背景下仍有望维持季
节性强势特征。
总体来看，宏观方面美联储利率走高之际需警惕全球资产价格风险蔓延，人民币汇率走弱使
得甲醇进口成本抬升，有利于支撑港口甲醇价格，输入型通胀是目前的大宗商品走强的一大逻辑。
甲醇行业自身处于强周期，生产装置利润高，企业积极生产库存较低，下游需求是压制甲醇价格
的一大因素。但四季度 PP 现货改善或有限，传统下游跟随涨价，预计甲醇天花板将不断上移。
四季度，天然气紧张确定性较大，冬季醇醚燃料需求释放初现端倪，焦炉气限产可能放松，总体
上甲醇供需大概率偏紧，四季度有望进一步走强。
操作上投资者注意节奏，单边谨慎追高，MA1-5 正套逢低参与，MTO 价差耐心等待高位做
空机会。
图 8. 甲醇国内装置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图 9. 甲醇西北装置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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