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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维持） 

 

 市场回顾 

本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42%，中信基础化工指数上涨 0.29%，23 中

信基础化工三级子行业中有 12 个跑赢行业指数。本期，涨跌幅排名前

五的子行业分别为锦纶、民爆用品、复合肥、印染化学品和氮肥；涨跌

幅排名后五的子行业分别为涤纶、钾肥、粘胶、树脂和聚氨酯。个股方

面，涨跌幅排名前五的分别为青松股份、宏大爆破、传化智联、神马股

份和三力士；涨跌幅排名后五的分别为 st 尤夫、万润股份、万盛股份、

盐湖股份和金发科技。 

 行业及公司跟踪 

我国向染料工业强国迈进 

浙江石化业开局好但隐患多 

 

藏格控股：2018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金正大：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主要产品价格变化 

本期，我们重点关注的 58 种化工产品中，价格上涨的有 10 种，下跌的

13 种。涨跌幅排名前五的产品分别为环氧丙烷、轻质纯碱、氯化钾、

丁二烯和甲苯；跌幅榜排名前五的产品分别为硫酸、国内尿素、烧碱、

甲醇和 TDI。 

 投资策略 

本期，大盘小幅反弹，基础化工各子行业涨多跌少，出现明显的行业轮

动现象，上期涨幅领涨的钾肥、树脂等子行业领跌，跌幅较大的民爆用

品等子行业领涨，表明市场博弈现象明显，建议从基本面入手，布局优

质子行业。 

 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2、新产能建设不达预期风险；3、安全生产风险。 

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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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回顾 

本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42%，中信基础化工指数上涨 0.29%，23 中

信基础化工三级子行业中有 12 个跑赢行业指数。本期，涨跌幅排名前五的子

行业分别为锦纶、民爆用品、复合肥、印染化学品和氮肥，涨跌幅分别为 7.63%、

3.07%、2.09%、2.02%和 1.89%；涨跌幅排名后五的子行业分别为涤纶、钾

肥、粘胶、树脂和聚氨酯，涨跌幅分别为-6.16%、-5.63%、-1.99%、-1.12%

和-0.53%。 

图表 1：本期中信化工三级子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数据来源： WIND，华融证券整理 

个股方面，涨跌幅排名前五的分别为青松股份、宏大爆破、传化智联、神

马股份和三力士；涨跌幅排名后五的分别为 st 尤夫、万润股份、万盛股份、盐

湖股份和金发科技。 

图表 2：本期涨跌幅前五个股情况 

代码 公司 涨跌幅 所属行业 代码 公司 涨跌幅 所属行业

300132.SZ 青松股份 26.50 日用化学品 002427.SZ ST尤夫 -22.68 涤纶

002683.SZ 宏大爆破 16.86 民爆用品 002643.SZ 万润股份 -10.03 其他化学制品

002010.SZ 传化智联 9.24 印染化学品 603010.SH 万盛股份 -8.76 其他化学制品

600810.SH 神马股份 9.09 锦纶 000792.SZ 盐湖股份 -7.48 钾肥

002224.SZ 三力士 9.08 橡胶制品 600143.SH 金发科技 -6.91 塑料制品

本期涨幅前五公司 本期跌幅前五公司

 

数据来源： 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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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及公司跟踪 

1、行业动态 

我国向染料工业强国迈进。今年是中国染料工业诞生 100 周年。4 月 10

日，由中国染料工业协会主办的中国染料百年辉煌总结表彰大会在上海举行。

会议指出，100 年来，中国染料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品种单一到丰富

多彩，如今生产水平已达国际先进，生产规模已列世界之巅，正大步向染料工

业强国迈进。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充分肯定了染料工业取得

的辉煌成就。他表示，在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中国已成为世界染料第一生

产及消费大国，产业形态向高品质、自有品牌、自主研发方向不断进取，走出

了一条创新、健康、安全、环保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染料工业协会会长史

献平介绍了中国染料的历史，并展望行业未来。他从四方面介绍了我国染料工

业的成就。一是生产规模不断壮大，我国已成世界第一染料生产大国。2017

年我国染料产量 99 万吨，有机颜料产量 24.6 万吨，染颜料中间体产量 36.3

万吨，销售收入累计完成 591 亿元，利税总额 89 亿元。（资料来源：中国染料

工业协会） 

浙江石化业开局好但隐患多。浙江省经信委医药石化行业管理办公室在三

门县召开浙江石化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会议透露，一季度浙江石化业延续

增长态势，但后期能否继续延续良好势头尚存不确定性。今年 1~2 月，全省规

模以上企业共实现工业总产值 1335 亿元，同比增长 14.22%;实现利税 119.6

亿元，增长 24.9%;利润 83.4 亿元，增长 16.4%。尽管一季度开局良好，但对

于行业后续走势，与会代表均表示很难预测。业界认为，当前浙江石化业面临

的主要问题，一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令企业

对化工原料的供应和涨价担忧进一步加剧，并且部分原料已经出现涨价。二是

企业家对中长期预期不明朗，投资意愿趋向保守。由于环保执法力度加大，一

些为大企业配套的小微企业被关停，造成产业链配套紧张，制约了相当一部分

企业的扩产意愿。三是全省危化品企业搬迁整治工作进入攻坚阶段，还有数量

众多的园区外化工企业正面临去留难题，但是浙江土地、能源等要素资源又十

分稀缺，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的认知偏差，造成化工企业搬迁入园、新项目落地

遭遇诸多障碍。（资料来源：中国化工报） 

2、公司动态 

藏格控股：2018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公告称，2018 年 1-3 月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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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00 万元，同比增长 200%。公司业绩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钾肥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上涨，同时公司新设立公司实现盈利并

收到 1442 万元政府补助。（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金正大：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司公告称，预计 2018 年

1-3 月，公司将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 亿元-5.6 亿元，同比增

长 25%-35%。修正 2018 年一季度业绩预计的主要原因：去年下半年原材料价

格开始上涨，复合肥价格随之上涨，经销商进货积极性高，2018 年一、二月份

同比大幅增长，公司基于一、二月份产品销售情况以及预收款情况作出了前次

业绩预告。三月份部分原材料价格回落，受此影响，三月份实际发货量低于预

期，导致收入、利润低于预期，现财务部门根据最新情况进行了重新预计。（资

料来源：公司公告） 

三、主要产品价格变化情况 

本期，我们重点关注的 58 种化工产品中，价格上涨的有 10 种，下跌的

13 种。涨跌幅排名前五的产品分别为环氧丙烷、轻质纯碱、氯化钾、丁二烯和

甲苯；跌幅榜排名前五的产品分别为硫酸、国内尿素、烧碱、甲醇和 TDI。 

图表 3：本期价格涨跌幅前五产品 

本期涨幅前五产品 涨跌幅 本期跌幅前五产品 涨跌幅

环氧丙烷 11.11% 硫酸 -7.69%

轻质纯碱 6.40% 尿素国内 -4.33%

氯化钾 4.55% 烧碱 -3.33%

丁二烯 4.21% 甲醇 -3.06%

甲苯 3.74% TDI -1.93%  

数据来源： 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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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HDPE价格走势                                          图表5  PP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6  电石价格走势                                             图表7  轻质纯碱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8  重质纯碱价格走势                                            图表9  烧碱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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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  PVC（电石法）价格走势                                  图表11  PVC（乙烯法）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 12  液氯价格走势                                            图表 13  盐酸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14  硫酸价格走势                                             图表15  浓硝酸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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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  纯苯价格走势                                              图表17  甲苯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18  醋酸价格走势                                           图表19  丙酮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20  尿素国内价格走势                                  图表21  尿素（波罗的海FOB）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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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  黄磷价格走势                                              图表23  磷酸氢钙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24  硫磺价格走势                                        图表25  磷酸二铵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26  磷酸一铵价格走势                                           图表27  氯化钾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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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  复合肥(45%硫基)价格走势                                图表29  复合肥(45%氯基)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 30  BDO 价格走势                                           图表 31  苯胺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32  环氧丙烷价格走势                                          图表33  PTMEG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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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4  聚合MDI价格走势                                          图表35  纯MDI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36  TDI价格走势                                            图表37  DMC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38  己二酸价格走势                                             图表39  PTA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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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0  PX价格走势                                              图表41  乙二醇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42  棉花价格走势                                         图表43  粘胶长丝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44  粘胶短纤价格走势                                         图表45  涤纶长丝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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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6  涤纶短纤价格走势                                          图表47  氨纶40D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48  锦纶价格走势                                          图表49  腈纶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50  天然橡胶价格走势                                         图表51  顺丁橡胶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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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52  钛精矿价格走势                                          图表53   钛白粉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54  炭黑价格走势                                       图表55  萤石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56  氢氟酸价格走势                                            图表57  R22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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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58  氯化铵价格走势                                            图表59  合成氨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四、投资策略 

本期，大盘小幅反弹，基础化工各子行业涨多跌少，出现明显的行业轮动

现象，上期涨幅领涨的钾肥、树脂等子行业领跌，跌幅较大的民爆用品等子行

业领涨，表明市场博弈现象明显，建议从基本面入手，布局优质子行业。 

五、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2、新产能建设不达预期风险；3、安全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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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行业评级 

强烈推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15%以上 
看好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 5%以上 

推    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5%到 15%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市场指数持平 

中    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在

-5%到 5%内 
看淡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卖    出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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