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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66 持续创新高，PTA、丙烯涨至近

四年内高位 
■石化：国际形势动荡，油价呈震荡走势：我们认为供应、政治、美元等

因素对 18 年油价影响是阶段性的，维持 18 年油价较 17 年稳中有升的格

局判断，合理区间 WTI 55-70，Brent 60-75。目前油价高位，一体化石油公

司具备增产意愿，推荐低估值高弹性油气和炼化工程龙头 中油工程。油

气价格高位叠加摊销成本下降，上游板块盈利大幅提升，推荐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和新奥股份。同时建议重点关注炼化一体化（桐昆股份、恒力股

份、荣盛石化、恒逸石化）、原料轻质化烯烃项目（卫星石化、万华化学）。 

■周期品：环保趋严形势不减，把握 ROE 向上和扩产放量逻辑：“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下，环保强化督查再启动，长江经济带污染整

治、退城入园工作有序进行，环保加强趋势明显，有望维持周期高景气。

目前许多子行业的供需已进入较为平衡的区间，2013-2017 年逆周期产能

扩张的企业，2018 年将迎来量升带来的投资机会。目前夏季检修季利好上

游原料市场，供应端趋紧带动相关产业链淡季不淡。我们持续看好具备扩

产放量、ROE 水平不断向上的公司，建议重点关注具备扩产能力的园区

型煤化工企业（鲁西化工、华鲁恒升）、有机硅（新安股份）、农药（扬农

化工）、涤纶长丝（桐昆股份）、橡胶助剂（阳谷华泰）等。关注中报行情。 

■新材料：看好国产化率有提升空间的进口替代品，长期关注电子化学品

（半导体用、平板显示用）为首的重点新材料：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高新

技术制造业的进步提出了加速要求。化工领域中具备强大自主研发实力的

企业是值得重点投资的对象，优先选择估值较低、ROE 向上、且具备中

长期成长性的优质新材料企业。电子化学品是化工新材料领域的明星方

向，建议重点关注（飞凯材料、国瓷材料、江丰电子）等。国恩股份 主

营改性塑料，随着新增产能落地，未来两年有望 40%以上复合增速，重点

推荐。 

■原油库存意外增加，供应消息面博弈，油价震荡：美国能源信息署(EIA)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 7 月 27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 380.3 万

桶，但原油产量减少抵消库存增加的利空。墨西哥、OPEC 和俄罗斯增产

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但利比亚原油供应再度中断，委内瑞拉原油产量也继

续下滑，美国重启伊朗制裁后当地原油出口也遭遇变数。近期原油市场中

主要由消息面主导，中东地缘政治局势也是一大影响因素，供需端的变化

也加大了油价走势的波动风险。 

■PTA 涨至近 4 年新高，涤丝产业链普涨：本周 PX 价格上涨 7.4%，PTA

上涨 11.7%，涤纶短纤上涨 5.8%，涤纶长丝 FDY 上涨 3.0%。沙特阿美石

油公司位于拉比格的 134 万吨/年 PX 装臵，于 7 月中旬左右停车，另外新

加坡埃克森美孚公司、韩国韩华、日本 JX 公司 9 月均有检修计划，近期

亚洲供应水平持续偏紧。PTA 期货市场多头逼空，期货市场资金注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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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上涨，蓬威石化重启，佳龙石化、恒力石化 1 号线正在检修，截止至 8

月 2 日，开工率为 79%，现货持续紧张。涤丝近期受上游影响只涨不跌，

涤丝利润不高，在自身低库存的支撑下，涤丝市场气氛较好。 

■PA66 货紧价高，强势运行：截至周四，华东地区神马 EPR27 市场主流

报价 36500 元/吨，较上周四收盘价上涨 4.29%。聚合工厂及持货商现货紧

缺，延续货紧价高局面，部分货源价格或继续攀升。8-9 月，华峰与神马

装臵分别有检修计划，供应预期更为紧俏。 

■产品价格涨跌幅：本周价格涨幅前五为 PTA、PET 切片、丁酮、对二甲

苯、氯仿，跌幅前五分别为 VB12、VD3、环氧氯丙烷、PTMEG、炭黑。 

■风险提示：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环保政策低于预期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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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工行业动态 

 

原油库存意外增加，供应消息面博弈，油价震荡：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最新报告显示，

截至 7 月 27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 380.3 万桶，但原油产量减少抵消库存增加的

利空。墨西哥、OPEC 和俄罗斯增产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但利比亚原油供应再度中断，委内

瑞拉原油产量也继续下滑，美国重启伊朗制裁后当地原油出口也遭遇变数。近期原油市场中

主要由消息面主导，中东地缘政治局势也是一大影响因素，供需端的变化也加大了油价走势

的波动风险。（百川资讯） 

 

PTA 涨至近 4 年新高，涤丝产业链普涨：本周 PX价格上涨 7.4%，PTA 上涨 11.7%，涤纶

短纤上涨 5.8%，涤纶长丝 FDY 上涨 3.0%。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拉比格的 134 万吨/年 PX

装臵，于 7 月中旬左右停车，另外新加坡埃克森美孚公司、韩国韩华、日本 JX公司 9 月均

有检修计划，近期亚洲供应水平持续偏紧。PTA 期货市场多头逼空，期货市场资金注入，大

幅上涨，蓬威石化重启，佳龙石化、恒力石化 1 号线正在检修，截止至 8 月 2 日，开工率为

79%，现货持续紧张。涤丝近期受上游影响只涨不跌，涤丝利润不高，在自身低库存的支撑

下，涤丝市场气氛较好。（百川资讯） 

 

PA66 货紧价高，强势运行：截至周四，华东地区神马 EPR27 市场主流报价参考 36500 元/

吨现金价，较上周四收盘价上涨 4.29%。聚合工厂及持货商现货紧缺，接单有限，主供老客

户，价格偏高。PA66 市场延续货紧价高局面，部分货源价格或继续攀升。8-9 月，华峰与神

马装臵分别有检修计划，供应预期更为紧俏。（卓创资讯） 

 

苯乙烯华东市场冲高，下游行业开工需求平稳：本周江苏苯乙烯市场冲高，周均价 11860 元

/吨，环比涨 2.13%。汇率因素导致进口货源成本提升，预期后续到货减少、货供应紧张，主

要下游行业开工需求平稳、当周有采购需求，是刺激本周市场直线拉涨的原因。近期美金船

货补充有限，华东主港库存预期应仍维持低位运行。（卓创资讯） 

 

丙烯市场持续推涨：截止到本周四山东市场丙烯价格为 8850-8900 元/吨，较上周同期上涨

350 元/吨，涨幅为 4.11%。受聚丙烯期、现货大涨影响，业者心态得到利好提振，加之下游

开工负荷持高且炼厂库存整体偏低，丙烯价格强势推涨，市场报盘连创年内新高。（卓创资

讯） 

 

江苏启动全省化工（危化品）企业安全大诊治行动：为深刻吸取连云港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12〃9”重大爆炸事故教训，8 月 3 日，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了《省安监局

关于开展重点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本质安全诊断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正式宣布全省

围绕重点化工企业的安全大诊治行动开始，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31 日。

涉及产品或原料自身具有爆炸性的化工企业，包括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环氧氯丙烷等 16

种化学品。（化工网） 

 

 

 

2. 化工行业周观点及重点关注上市公司 
 

1）石化：国际形势动荡，油价震荡 

 

我们认为供应、政治、美元等因素对 18 年油价影响是阶段性的，维持 18 年油价较 17 年稳

中有升的格局判断，合理区间 WTI 55-70，Brent 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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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高于平衡油价线，一体化石油公司增产意愿上升。推荐低估值高弹性油气和炼化工程龙

头中油工程。 

油气价格高位叠加摊销成本下降，上游板块盈利大幅提升。推荐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新奥

股份。 

炼化一体化提升盈利能力，降低单环节投资风险。推荐加快聚酯、PTA、PX 一体化并进攻

大炼化的桐昆股份、恒力股份、荣盛石化和恒逸石化。 

油价高位，原料轻质化烯烃项目直接受益。建议关注卫星石化和万华化学。 

 

2）周期品：环保趋严形势不减，把握 ROE向上和扩产放量逻辑 

供给侧改革叠加油价向上推动此轮行情从 2016 年底开始复苏，环保持续严格、企业园区化

等政策的实施，化工行业供给侧得到管控，景气度维持时间比以往更长。对于行业产能没有

扩张，甚至出现供不应求形态的一些化工品，利润不断创新高，但价格再向上空间被压缩。

目前许多子行业的供需已进入较为平衡的区间，产品景气度保持在高位，我们持续看好具备

扩产放量能力、ROE 水平不断向上的公司，扩产的弹性更大，以量补价。2013-2017 年逆

周期产能扩张的企业，2018 年将迎来量升带来的投资机会。 

近期“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下，环保出现新一轮加强趋势，长江经济带污染整

治、退城入园工作有序开展等一系列事件，有望维持周期高景气。在原油价格高位支撑、内

需的系统性调整、供应端季节性检修下，化工行业的盈利预期有望修正。关注中报行情。目

前夏季检修季利好上游原料市场，供应端趋紧带动相关产业链淡季不淡。 

我们持续重点关注供需格局好、景气高的品种，首选具备扩产放量、ROE 向上逻辑的白马公

司，包括具备扩产能力的园区型煤化工企业（鲁西化工、华鲁恒升）、有机硅（新安股份）、

农药（扬农化工）、涤纶长丝（桐昆股份）、橡胶助剂（阳谷华泰）等。 

 

 
---PTA--- 

PTA 格局持续偏强，看好 PTA-聚酯“金九银十”和炼化投产 

根据隆众资讯数据，PTA 现货库存在 3-5 天，持续偏紧。截止 7 月 20 日当周国内 PTA 平均

开工率在 86.3%，聚酯工厂开工率为 89.9%，均处于较高水平；供应方面，彭威石化、福海

创装臵复产继续推迟；汉邦装臵上周刚刚复产，短期供应增量有限，PTA 仍望小幅去库存。

成本端原油易涨难跌、美元持续走强支撑，目前主流 PTA 厂商利润在 500 元/吨以上，预计

PTA 偏强格局将持续。 

涤纶长丝淡季不淡，“金九银十”有望继续超预期。二季度长丝下游需求持续火爆，据百川，

7 月江浙织机开工率小幅下降至 72%，但长丝盈利仍维持较高水平，POY 库存集中在 2-6

天，FDY 库存至 3-6 天附近，DTY 库存则至 10-18 天左右。参考往年，8 月初下游织机开工

一般季节性回落，但今年下游开工明显好于去年同期，“金九银十”旺季行情有望继续超预

期。 

PX-PTA-聚酯产业链供需向好，坚定看好大炼化投产前景。恒力炼化、浙江石化及恒逸文莱

项目均是居于公司在化纤行业长期积累的产业链优势。按公告计划，今年底恒力炼化和浙江

石化将相继投产，PX 自供有望成为巨头企业稳定盈利的基础。长远来看，由于聚酯需求增

长稳健，未来 PTA+聚酯依然将是推动业绩增长的引擎。 

投资建议：产业链供需格局持续向好，优先完成一体化企业具备更高的抗风险能力，重点关

注桐昆股份、恒力股份、荣盛石化和恒逸石化。 

风险提示：PTA 装臵复产致短期供应压力加大，油价持续性下跌或美元汇率阶段性回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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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材料：看好国产化率有提升空间的进口替代品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的进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化工领域，具备自主研发

实力、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新材料企业是值得重点投资的对象。我们始终认为目前新材料中

可以最快实现盈利的是国产化率有提升空间的进口替代品。 

新材料范围广阔，新型纤维、新型膜材料、新能源化学品、3D 打印材料、氢材料、信息材

料和石墨烯等方面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我们建议长期关注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用、

平板显示用）为首的重点新材料，选股思路为优先选择估值较低、ROE 向上、且具备中长期

成长性的优质新材料企业。 

 

在全球电子产业向中国转移浪潮中和国家芯片国产化趋势下，电子化学品是化工领域的明星

方向，具体包括超净高纯试剂、光刻胶、电子气体、新型膜材料、环氧塑封料等，建议重点

关注突破海外技术壁垒的公司（飞凯材料、国瓷材料、江丰电子等）。 

国恩股份 主营改性塑料，随着新增产能落地，未来两年有望 40%以上复合增速，新增重点

推荐。 

 

 

 

3. 化工品价格价差变动排行榜 

本周价格涨幅前五分别为 PTA、PET 切片、丁酮、对二甲苯、氯仿，跌幅前五分别为 VB12、

VD3、环氧氯丙烷、PTMEG、炭黑。 

表 1：价格区间涨幅前 20 名化工品 

名称  一周变动 名称  一月变动 名称  一年变动 

PTA(华东） 11.7% VB12 50.0% VA-国产 171.2% 

PET 切片(华东） 8.5% 氯仿 42.7% VA-进口 171.2% 

丁酮 8.3% TDI（华东） 26.2% 电解锰 84.0% 

对二甲苯（PX） 7.4% 丁二烯（上海石化） 18.2% 生胶（蓝星星火） 81.8% 

氯仿 6.0% 顺丁橡胶 BR9000 17.9% 氯仿 79.2% 

涤纶短纤 5.8% 电解锰 17.0% 甲基环硅氧烷 76.9% 

PA66（华东) 5.4% PTA(华东） 16.9% 丁二烯（东南亚 Cfs） 67.7% 

甲醇（华东） 5.2% 对二甲苯（PX） 15.9% 丁二烯（上海石化） 58.5% 

苯乙烯（Cfs 华东） 5.1% 泛酸钙 15.2% 双酚 A（华东） 57.8% 

纯苯-液化气 5.1% 邻二甲苯 13.8% 醋酸（华东） 52.8% 

丁二烯（上海石化） 4.8% 丁酮 13.4% 间苯二酚 51.5% 

EDC(Cfs 东南亚) 4.8% 涤纶 POY(华东） 12.0% 丙烯酰胺 46.0% 

苯乙烯（FOB 韩国） 4.6% 苯乙烯（Cfs 华东） 11.8% 硫磺（温哥华 FOB 现货价） 45.5% 

丙烯（利津石化） 4.6% 丙烯（利津石化） 11.7% 石脑油（新加坡） 43.2% 

PP(余姚市场 J340/扬子) 3.8% 四氯化钛（山东） 11.1% 苯酚（华东） 42.8% 

苯酚（华东） 3.5% PET 切片(华东） 10.5% 醋酸乙烯单体（美国海湾离岸价） 40.8% 

BOPP 3.4% 液化气（长岭炼化） 9.1% 尿素(波罗的海(小粒散装)) 40.4% 

乙二醇 3.3% 乙二醇 8.7% 丙烯腈 39.7% 

丙酮（华东） 3.2% 甲苯（华东） 8.3% WTI原油 39.7% 

涤纶 FDY(华东） 3.0% 涤纶短纤 8.1% 环氧氯丙烷（华东） 39.4%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化工在线、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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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价格区间跌幅前 20 名化工品 

名称  一周变动 名称  一月变动 名称  一年变动 

VB12 -15.4% 冰晶石 -16.1% 泛酸钙 -81.0% 

VD3 -8.2% VD3 -15.8% K3 -57.5% 

环氧氯丙烷（华东） -7.3% 丙烯酸丁酯 -14.8% 盐酸（华东低端） -54.5% 

PTMEG(华东） -6.0% 碳酸锂（新疆，工业级 99%） -14.2% 烟酰胺 -51.4% 

炭黑 -5.6% 醋酐（华东） -12.8% 烟酸 -51.4% 

山西优混 Q5500（秦皇岛） -5.0% VC粉 -12.5% VC粉 -50.0% 

电解锰 -3.3% 重质纯碱（华东） -12.2% 氧化锰矿 -33.3% 

K3 -3.3% 炭黑 -11.2% VB1 -32.2% 

重质纯碱（华东） -2.7% 焦炭（山西美锦） -10.5% 聚合 MDI（华东） -20.8% 

VB2 -2.5% 硝酸(华东地区) -9.7% 生物素 -20.7% 

石脑油（新加坡） -1.8% PTMEG(华东） -9.5% 纯砒啶(华东） -20.4% 

环氧丙烷（华东） -1.7% 山西优混 Q5500（秦皇岛） -9.2% 天然橡胶（上海地区） -19.3% 

尿素(华鲁恒升(小颗粒)) -1.1% VA-进口 -9.1% 蛋氨酸 -19.1% 

氨纶 40D(华东） -1.0% 轻质纯碱（华东） -9.0% 碳酸锂（新疆，工业级 99%） -19.0% 

天然橡胶（上海地区） -1.0% 醋酸（华东） -8.3% 棉短绒 -17.8% 

VA-国产 -1.0% VA-国产 -8.0% 钛精矿四川攀钢 TiO2>47% -16.7% 

VA-进口 -1.0% 甘氨酸（东华化工） -7.9% 99%烧碱 -15.3% 

PP(PP纤维注射级/Cfs 中国) -0.8% WTI原油 -7.6% 丙酮（华东） -15.0% 

乙烯（东南亚 Cfs） -0.8% VB2 -7.4% 叶酸 -14.0% 

黄磷（川投化工） -0.7% 环氧氯丙烷（华东） -7.3% VB2 -13.7%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化工在线、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3：价差区间涨幅前 20 名化工品 
名称  一周变动 名称  一月变动 名称  一年变动 

丁酮-丙酮 5.6% TDI价差 21.9% 电解锰价差 51.2% 

丁酮-甲苯 5.6% 电解锰价差 14.5% 有机硅价差 42.5% 

煤头甲醇价差 4.9% 丁酮-丙酮 7.6% 醋酸价差 24.6% 

PTA 价差 4.6% 聚合 MDI价差 6.8% 苯酚价差 22.4% 

醋酸乙烯价差 2.2% 醋酸乙烯价差 6.7% 双酚 A 价差 21.9% 

环氧树脂价差 1.8% 煤头甲醇价差 6.2% 尿素 气头价差 19.8% 

苯酚价差 1.7% 氟化铝价差 5.6% 草甘膦价差 16.7% 

氟化铝价差 1.5% 硝酸铵价差 5.2% 顺酐法 BDO 价差 14.7% 

氨纶价差 1.5% 烧碱（折 100%）价差 5.2% 纯 MDI价差 13.7% 

氨碱法价差 1.4% PVA 价差 4.9% 硝酸铵价差 13.2% 

联碱法价差 1.4% 丁酮-甲苯 4.9% 兴化氯化铵价差 12.3% 

乙烯法价差 1.3% 三聚磷酸钠 热法磷酸二步法价差 3.8% 浆粕价差 11.3% 

TDI价差 1.3% 环氧树脂价差 3.5% 丁酮-丙酮 10.8% 

电石法价差 1.2% 乙烯法价差 3.2% 联碱法价差 10.6% 

聚醚硬泡价差 1.2% 纯 MDI价差 3.1% 季戊四醇价差 9.8% 

THF 价差 0.6% 苯酚价差 2.9% 煤头甲醇价差 9.2% 

尿素 煤头价差 0.6% 液氨 煤头价差 2.8% 百草枯价差 8.9% 

聚合 MDI价差 0.6% PTA 价差 2.8% 氧氯化锆价差 7.9% 

磷酸 热法价差 0.6% DMF 价差 2.6% R22 价差 7.8% 

己二酸价差 0.5% 三聚磷酸钠 湿法磷酸一步法价差 2.5% 尿素 煤头价差 7.0%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化工在线、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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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价差区间跌幅前 20 名化工品 

名称  一周变动 名称  一月变动 名称  一年变动 

天胶-丁二烯 -7.1% 丙烯酸丁酯价差 -23.3% 天胶-丁二烯 -73.0% 

PTMEG 价差 -6.4% 天胶-丁二烯 -23.0% 聚合 MDI价差 -29.2% 

丁酮-甲苯 -6.0% 聚醚+丙烯酸酯+MTBE-lpg -19.5% 冰晶石价差 -29.0% 

BOPET 价差 -5.4% 冰晶石价差 -19.1% 顺酐-1.22*纯苯 -27.9% 

二甲醚价差 -5.3% 炭黑价差 -16.5% 磷酸 湿法价差 -21.7% 

环氧丙烷价差 -4.6% 硝酸 常压法价差 -12.4% 丁酮-甲苯 -20.9% 

涤纶长丝 POY 价差 -3.9% 醋酸价差 -11.5% 黄磷 价差 -13.5% 

电解锰价差 -3.4% 联碱法价差 -10.3% 苯酐价差 -13.0% 

丙烯酸价差 -3.4% PTMEG 价差 -10.1% 聚醚+丙烯酸酯+MTBE-lpg -11.8% 

丙烯酸丁酯价差 -3.1% 苯酐价差 -9.3% TDI价差 -11.5% 

顺酐法 BDO 价差 -2.7% 丙烯酸价差 -9.2% BOPET 价差 -11.0% 

醋酸丁酯价差 -2.1% 氨碱法价差 -8.7% 烧碱（折 100%）价差 -10.7% 

DMF 价差 -1.9% 尿素 气头价差 -7.1% 粘胶短纤价差 -8.5% 

涤纶短纤价差 -1.9% 醋酐价差 -6.6% 二甲醚价差 -8.4% 

聚醚+丙烯酸酯+MTBE-lpg -1.9% BOPET 价差 -6.5% 乙烯法价差 -7.8% 

R22 价差 -1.6% 二甲醚价差 -6.1% PTMEG 价差 -7.1% 

尿素 气头价差 -1.1% R22 价差 -6.0% 磷酸 热法价差 -6.4% 

己内酰胺价差 -1.0% 双酚 A 价差 -5.7% 电石法价差 -5.8% 

醋酸价差 -0.8% 顺酐法 BDO 价差 -4.8% 环氧树脂价差 -5.0% 

醋酐价差 -0.7% 环氧丙烷价差 -4.6% 涤纶长丝 FDY 价差 -5.0%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化工在线、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 公司报告与行业评论 

 

---公司深度报告--- 

国恩股份深度报告：复合材料成为新增长极，成长有望加速 

公司改性塑料主业去年增 49%，且 17 年 8 亿元营收增长中 60%来源于前 5 大客户，家电下

游寡头属性强，大客户高认可度有望带来公司持续高增长。战略布局高分子复合材料，房车

及模块化建筑是“风口”。人造草坪 300 亿市场，FIFA 认证望助力扩张。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分别为 1.22、1.67 和 2.23 元，维持买入-A的投资评级，目标价 35 元。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下游需求不及预期。 

 

中油工程深度报告：油气地面、炼化、管道工程三轨并进，低估值超强现金流价值凸显 

国际油价强势上涨，油气上游资本支出激增，中国石油 2017 年资本性支出 2162.3 亿元，同

比增长 25.4%，油气当量产量 1268.8 百万桶，同比增长 0.3%。大炼化投资热情高涨，炼油

和化工工程趋势向好，子公司中国寰球参与云南石化、华北石化扩建和广东石化等系统内重

大项目，在民营炼化领域参与浙江石化设计和建设；子公司中国昆仑参与桐昆聚酯、逸盛 PTA

等项目，炼化工程业务趋势向好。天然气需求进入快车道，页岩气、LNG 接收站和管道工程

全面加速，公司在管道工程设计、施工领域长期积累，竞争优势突出。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27\0.43\0.56 元。公司财务负担轻，业绩弹性大，账面现金余额 240 亿，高于

总市值，PB 1 倍估值较低，参考可比公司给予买入-A 投资评级，6 个月目标价 5.0 元，对应

2018~2020 年 PE 分别为 18\12\9 倍。 

风险提示：美元汇率持续性下跌；油价大幅下跌；重大工程进度不及预期；税率、毛利率等

假设条件实现情况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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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化股份深度报告：烧碱和 PO 高景气，新产能投放打开未来成长空间 

Q4 公司业绩超预期，不考虑计提影响 Q4 单季度约 3.6 亿元（年化 7.5 倍），主要是由于公

司主营产品烧碱下游需求旺盛，量价齐升。烧碱和环氧丙烷 18 年将继续延续景气，均价较

17 年有望继续提升。公司新建环氧氯丙烷等产能将于 18 年投产，新产品下游需求旺盛，景

气度较高，有望为公司贡献 3 亿净利润的年化增量。与清华深度合作，水木已经成为公司单

一最大股东，19 年起将与公司合作新材料新能源项目，提供未来增量和估值。 

风险提示：环氧丙烷新增产能超预期，烧碱需求超预期下滑。 

滨化股份：烧碱和环氧丙烷景气上行，18 年新产能投放望贡献增量 20180102 

滨化股份 2017 年报点评：烧碱、PO 景气上行促业绩好转 20180309 

滨化股份 2018 一季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新项目值得期待 20180415 

 

阳谷华泰深度报告：橡胶助剂龙头受益于环保收缩，扩张优势产能带来成长 

公司深耕橡胶助剂产业，拥有防焦剂 CTP 年产能 2 万吨，全球市占率超 60%，处于绝对龙

头地位。对于产业链瓶颈促进剂 M 以清洁工艺实现自给自足，促进剂 NS、CBS 产品在环保

收缩带来的涨价潮中充分受益，我们认为国家环保政策将持续严格，不达标产能复产难度极

大，未来行业供需仍偏紧，龙头企业产业链议价能力将不断增强。配股募投项目审批通过，

高性能不溶性硫磺有望成为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风险提示：环保突发性事件、募投项目进度不及预期等。 

阳谷华泰 2018 一季报预告点评：一季度业绩同比高增长，18 年全年景气可期 20180403 

公司发布 2018 年一季度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 9,000 万元-9,500 万元，同比增长

163.38%-178.02%。公司 2018 年一季度业绩显著增长，产品涨价效应不断释放，我们认为

环保政策将持续趋严，橡胶助剂行业供需将仍然偏紧，行业景气度预计可看全年。防焦剂

CTP 和促进剂 NS 贡献了主要的利润增量，目前公司主要产能开工率较高、产品价格保持高

位稳定，配股完成，不溶性硫磺逐步投产，预计 18 年业绩可保持高增长。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分别为 1.04、1.43 和 1.76 元，对应动态市盈率分别为 14、10 和 8 倍，

维持买入-A 评级，6 个月目标价 20.85 元。 

风险提示：环保突发事件、项目进度不及预期等。 

 

氯碱化工深度报告：业绩反转，氯碱龙头估值亟待修复 

公司拥有 72 万吨烧碱折百产能，其中大部分产品外卖，烧碱高景气推动了公司业绩反转，

Q3 实现单季度业绩 3.5 亿元。公司漕泾厂区主要为上海化工园区配套，采用管道输送一体

化运营模式，为园区 MDI/TDI/PC 等装臵长期提供氯气和烧碱，实现互利共赢。目前由公司

国家级技术中心自主开发的氯化氢催化氧化制氯气产业化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一旦打通后公

司将突破海外技术垄断，为副产品氯化氢的处臵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风险提示：烧碱下游需求低于预期，液氯需求好转，乙烯价格波动。 

氯碱化工 2017 三季报点评：烧碱高景气推动业绩大幅好转 

氯碱化工 2017 年报预告点评：烧碱高景气推动业绩扭亏为盈 

氯碱化工 2017 年报点评：烧碱景气叠加费用下降推动扭亏为盈 20180315 

公司于 3 月 15 日公告 2017 年年报，全年实现营收 72.27 亿元，同比+6.99%，归母净利润

9.93 亿元，同比扭亏，EPS 为 0.86。业绩大幅好转主要系受益于主导产品烧碱售价大幅上

升、及费用下降。烧碱景气有望维持；园区一体化，受益于下游扩张带来的增量；产业结构

调整后，费用大幅降低；氯化氢/氯气循环一体化有望打通，突破海外技术垄断。我们预计

18-20 年公司的 EPS 分别为 0.91、1.21、1.33 元。维持买入-A 的投资评级，6 个月目标

价为 18 元。 

风险提示：烧碱下游需求低于预期，液氯需求超预期好转。 

 

正丹股份深度报告：精于 C9 芳烃综合利用，环保驱动偏苯类材料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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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核心技术领先的精细化工企业，C9 芳烃综合布局基本成型。TMA和 TOTM协同发展，

高端环保替代是主要方向。本次募投 4 万吨/年偏苯三酸酐项目将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环保

监管促下游转型。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的 EPS 分别为 0.54 元、0.70 元、0.86 元；首次

给予增持-A 的投资评级，6 个月目标价为 20.0 元，对应 2017-2019 年 PE 37 倍、29 倍和

23 倍。 

风险提示：竞争对手持续价格战等。 

 

光威复材深度报告：纯正碳纤维标的，军民品产业协同发展 

公司是 A 股首家纯正碳纤维标的，我国碳纤维产业正蓬勃发展。军品方面，公司自产的碳纤

维主要销售给军方，是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民品方面，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碳纤维预浸料与

制品，碳纤维原材料大多外购，显著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募投项目主要为民用高性能碳纤维

的产业化研发，力求降低对外依赖，优化产业结构。我们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为0.76、

1.05 和 1.28 元，给予买入-A 评级，6 个月目标价为 38 元。 

风险提示：重大研制项目失败、回款速度不及预期等。 

 

天原集团深度报告：“一体两翼”发展模式，产品高弹性与长期成长性兼备 

公司主体产业 40 万吨 PVC 和烧碱受益于氯碱行业景气度回升，产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预计盈利将持续改善。“第一翼”由主体氯碱产业延伸布局至新材料领域，拟增发募投氯化

法钛白粉等项目。“第二翼”通过内生外延切入新能源锂电领域，扩大产业布局；在建 5 万

吨大规格碳素电极项目，预计届时将解决碳素电极项目原材料供应。暂不考虑本次非公开发

行，我们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 EPS 为 0.22、0.34 和 0.48 元，给予增持-A 评级，12 个月

目标价为 14 元。 

风险提示：行业景气度下行、新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等。 

 

冠福股份深度报告：具备成本优势，创新工艺 VE 值得关注 

公司子公司能特科技拥有优秀的研究团队，定制医药中间体多为全球独家供应品种，技术、

工艺研发能力强，发展后劲十足；公司拥有创新工艺，VE 项目具备原料、成本优势，产能 2

万吨，约占全球产能的 17%，VE 粉的价格每上涨 10 元/kg 将为公司带来年化 2.9 亿元的利

润弹性；子公司塑米信息是一家以塑料原料为主的大宗化工商品交易电子商务及供应链管理

服务平台，布局垂直电商，夯实销售网络，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风险提示：VE 下游需求放缓、塑米城业绩不及预期等。 

冠福股份 2017 三季报点评：并表带来业绩增长，未来持续动力仍足 

冠福股份年报业绩向上修正点评：VE 高景气促使业绩向上修正 20180116 

 

醋化股份深度：环保事件改变行业格局，两大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有望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经营稳定，深耕醋酸精细化工，主要产品覆盖食品、药品和染料三大领域。首发募集资

金用于增产山梨酸（钾）和双乙烯酮-双乙甲酯两大项目，在龙头竞争对手出现环保问题或事

故时，享受供应端收缩带来的价格提升，加以产能进一步释放，成为有力的利润增长点。 

风险提示：新增产能投放不及预期、安全环保事故等。 

醋化股份快报：环保带来供给收缩，山梨酸钾行业景气有望上行 20170806 

醋化股份 2017 半年报点评：山梨酸钾市场有望好转，期待公司募投项目顺畅放量 

醋化股份 2017 三季报点评：涨价时滞效应导致业绩尚不及预期，期待四季度改善 

 

扬农化工深度：老牌菊酯巨头，麦草畏新产能再起航 

农药市场复苏叠加补库存带来需求上升，环保限制供给有望成为国内农药长期景气主线，农

药价格上涨背景下公司 3 万吨草甘膦 1 万吨菊酯业绩弹性大；2 万吨麦草畏预计年中完工将

成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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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环保放松，小厂复工，麦草畏推广幅度低于预期。  

扬农化工 2017 半年报点评：麦草畏出货量提高，增长逻辑逐步兑现 

扬农化工：双抗大豆 18 年预 4000 万英亩，扬农麦草畏出货将超预期 20171008 

扬农化工 2017 三季报点评：麦草畏加速放量印证海外需求旺盛 

扬农化工 2018 一季报点评：菊酯涨价带来业绩大增 111%  20180423 

 

中旗股份深度：专注农药定制，成长逻辑清晰 

公司专注定制战略，凸显管理层精准定位；从订单到产能公司发展逻辑清晰，未来成长路径

高确定性；市场复苏海外订单增多，叠加固有新品种投放节奏，全年业绩大概率超预期。 

风险提示：海外市场复苏缓慢，公司新产能投产不及预期。  

中旗股份 2017 半年报点评：中报业绩贴近上限，全年更高增速可期 

 

长青股份深度：吡虫啉高景气度，麦草畏项目引领长期增长 

近一个多季度来吡虫啉、啶虫脒价格累计涨幅超 70%，考虑季度定价滞后效应，我们分析公

司有望在 2017Q2 迎来业绩拐点。公司麦草畏现有产能 2000 吨，拟新增 6000 吨产能，美

国 16 年底批准麦草畏制剂，耐麦草畏转基因植物体系已经完整，麦草畏需求量有望大增，

未来麦草畏有望引领公司发展上新台阶。 

风险提示：吡虫啉价格下跌，麦草畏需求低于预期的风险等。 

长青股份 2017 半年报点评：半年报增长 12%，CCMP 再涨利好业绩 

长青股份 2017 年三季度报点评：产品涨价增速上扬，募资 9 亿再出发 

 

上海石化深度：炼化一体化享成本优势，油气改革建炼化基地正当时  

供需局面渐见改善，看好 2 季度油价反弹，一体化享成本优势，炼油、化工再迎上涨周期。

油气改革方案即将公布、打造世界级炼化基地正当时。 

风险提示：油价反弹不及预期，新项目审批进度不及预期等。 

上海石化 2017 半年报点评：H1 业绩低于预期，期待周期性反弹  

 

万润股份深度：业务布局兼具短中长期，成长性突出 

公司现已形成兼具短中长期发展的四大板块，包括液晶中间体及单体（贡献稳定盈利）、尾

气净化环保材料（高速发展）、医药及体外诊断（兼具盈利和发展的高端前沿领域）、OLED

中间体及单体（产业链发展初期但前景广阔）等。我们认为公司产业布局合理，从显示材料

到环保材料再到大健康领域，抗风险能力强、成长性突出。 

风险提示：液晶材料增速下降风险、OLED 材料研发风险等。  

万润股份 2017 半年报点评：环保和液晶稳步增长，OLED 应用加速 

万润股份 2017 年报点评：业绩略低于预期，产销量增长逐步兑现 

公司 2017 年营收 24.6 亿，同比+33%；实现归母净利润 3.85 亿，同比+20.9%。公司一期

沸石产能 850 万吨，二期扩建项目首个车间产能 1500 吨于 2016 年中投产，第二车间约 1000

吨 2017 年 7 月底投产，18 年释放产量。由于 HDR、量子点等新技术大规模应用，液晶材

料在大尺寸显示器领域销量仍有增长空间。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旨在提升市场份额，有望在

竞争激烈的 OLED 中间体行业打开局面。公司完成收购 MP 生物医疗公司 17 年收益 2756.8

万元，大幅提升。预计公司 18-19 年 EPS 为 0.53、0.64 元，维持买入-A 的投资评级，6 个

月目标价为 12.6 元，对应 18/19 年 PE 为 24/20 倍。 

风险提示：募投项目进度低于预期、OLED 材料市场不及预期等。 

 

道恩股份深度：热塑性弹性体龙头，技术优势显著 

公司是国内热塑性弹性体龙头，盈利能力稳定；TPV 产品成功替代进口材料，市场需求有望

逐步增大；IPO 募投扩产 TPV 及改性塑料产能，新增 TPIIR 拓宽盈利空间。我们预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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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收入分别为 9.53、11.40 和 13.71 亿元，EPS 分别为 1.37、1.69 和 2.16 元，

给予买入-A 评级，目标价 80 元，对应 2017 年 PE 约 58 倍。 

风险提示：上游行业价格波动的风险、下游行业景气度波动的风险等。 

 

 

---行业报告--- 

钛白粉行业报告：环保高压，出口向好，钛白粉景气持续 20180629 

钛白粉行业景气度不断走高，涨价行情持续，景气走高的原因主要是出口形势表现乐观和国

内企业限产导致的供需面趋好。钛矿进口依存度高，具备产业链一体化的企业优势明显。硫

酸法产能被限制新增，氯化法技术壁垒高，环保持续严格下被停产的中小产能复产难度大，

2018 年我国钛白粉的产能增量十分有限，18 年供需仍然比较紧张，钛白粉的高景气行情有

望持续。我们建议着重关注行业龙头且拥有较强扩产能力的企业，龙蟒佰利（产能 60 万吨）、

中核钛白（产能 25 万吨）。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等。 

 

化工行业 2017 年报 2018 一季报总结：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资本配臵回归稳健 20180508 

2017 年化工行业收入利润增速达到历史高点，2018 年一季度盈利能力创新高，资本配臵不

断趋向于修复现金流，整体经营情况更为稳健。2018 年周期品的投资逻辑上，把握行业龙

头扩产放量带来的“量升”投资机会，我们建议持续重点关注具备扩产能力的园区化企业（鲁

西化工、华鲁恒升、万华化学），以及景气度高细分子行业中的白马企业：有机硅（新安股

份）、农药（扬农化工）、锦纶 PA66（神马股份）、钛白粉（龙蟒佰利）、橡胶助剂（阳谷华

泰）等。 

风险提示：环保安全事故、需求不及预期等。 

 

有机硅行业报告：20 年周期往复，景气今望重临 20180402 

有机硅去产能结束周期复景气，国内三佳 14 年内蒙 8 万吨粗单体装臵退出，海外迈图德国

11.5 万吨装臵退出，产能退出缓解了供给端过剩。有机硅全球需求年增速望达 5.5%，两年

内无新增供给。结合 20 年长周期判断，有机硅有望进入景气回升阶段。供需格局转变带动

至有机硅价格大幅上涨，目前价格已至 3.05 万元，出口继续强势，17-19 有望进入一轮景气

快速上行期。推荐新安股份（34 万吨粗单体已经达产），兴发集团（20 万吨粗单体） 。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下行有机硅需求不振，17 年国内技改项目产能冲击滞后体现，季节性淡

季冲击超预期。 

 

聚碳酸酯 PC 行业深度：聚碳酸酯 PC 供需紧平衡，未来两年有望高盈利 

全球聚碳酸酯（PC）行业处于寡头垄断格局，预计未来需求增速 3-5%，而我国严重依赖进

口，预计未来需求增速 7-10%。PC 技术难度高，没有公开转让的成熟的技术包，不少厂商

企图进入，但真正实现规模化的目前仅有浙铁大风（被浙江交科收购）的 10 万吨和鲁西化

工的 6.5 万吨。考虑到技术壁垒和市场开拓时间，我们认为未来两三年 PC 仍处于高盈利时

期。2018 年开始实施的禁塑令叠加装臵停产或检修收紧 PC 供给，预计价格仍有向上可能。

重点关注国产化技术突破的鲁西化工、浙江交科和万华化学。 

风险提示：技术扩散的风险、新产能投放快于预期的风险等。 

 

尿素 2018，中国供应缺口或引领全球市场复苏 

预计全球尿素 18 年以后产能增长低于需求增长，供需格局好转；多因素导致中国产能收缩

明显，国内望现供应缺口；海外气价提高气头尿素成本，预期明年尿素价格中枢将会上移。

建议关注中国心连心（港股，260 万吨），阳煤化工（450 万吨），华鲁恒升（180 万吨），鲁

西化工（190 万吨，100 万吨明年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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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国内产能复工增多，美国进口下滑超预期。印度等国补贴政策变更影响尿素消费。 

 

基础化工 2018 年策略：供给限，需求增，看好 2018 化工行业盈利持续提升 

2017 年化工行业迎来复苏：16 年年底以来，化工品迎来多年下滑之后久违的复苏行情。截

止 17 年底，多个细分子行业已经出现了业绩反转，截止目前，促使化工品复苏的因素依然

不断加强。 

供给端三大利好依然持续：1、产能增长到达终点，化工品 2012 年投产高峰,至 2017 年，多

个品种为 0 增长或者负增长。2、供给侧改革持续，环保进一步趋严。推进行业集中度 3、原

油价格依然处于上升通道，油价上涨有利于化工品补库存，利好行业景气。 

全球新的需求周期有望拉动化工行业继续向上：全球主要经济体，日本美意德等国经济数据

均有连续好转，全球经济好转曙光咋现。IMF也将2017-2018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3.6%，

3.7%。在经济持续向好预期下，未来需求将成为拉动周期复苏的重要力量。 

化工行业安全边际持续增强，投资价值凸显。化工品本身周期属性非常明显，在经历了连续

5 年的下滑周期以后，16 年底开启了景气上行周期。2017 年前三季度化工行业收入增速

36.6%，净利润增速 72.6%，而中信化工指数年初至今跌幅 8.7%，行业整体性估值大幅向

下，安全边际不断增强。化工品投资价值凸显。 

投资建议：供给整体受限，行业盈利向上，扩产将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未来盈利增

长的重要保障，我们建议重点关注具备扩产能力的园区化企业鲁西化工、华鲁恒升和万华化

学等。农药有放量逻辑的扬农，长青，利尔。尿素复苏行情将逐步开启，关注中国心连心（港

股），阳煤化工。建议关注原油复苏标的新潮能源，中国石化；民营炼化标的荣盛石化，桐

昆股份，恒逸股份，恒力股份，卫星石化；受益于国内“煤改气”LNG 大涨价的新奥股份；

反转预期强的轮胎标的风神股份，通用股份，青岛双星，同时推荐橡胶助剂龙头阳谷华泰。

电子化学品方面，关注突破海外技术壁垒的鼎龙股份，国瓷材料，万润股份。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意外下滑、国内环保放松。 

 

天然气发展“新时代”：供需矛盾集中爆发，看好非常规气和进口 LNG 高速增长 20171114 

9 月底以来，国内液化天然气工厂报价快速上涨，“2+26”环保督查加速“煤改气”政策落

地，迎峰度冬调峰储气库的不足，触发供需矛盾，需求高增长“拐点”明显。全球天然气供

应相对宽松，LNG 进口高速增长。供应缺口集中爆发，政策驱动需求向内生增长过度。页岩

气和煤层气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建议关注中国石化和蓝焰控股；LNG 供应灵活价格弹性较大，

建议关注广汇能源和新奥股份；京津冀煤改气加速燃煤清零，建议关注百川能源。 

风险提示：“煤改气”需求持续性不足，政策执行力度不及预期等。 

 

化工行业三季度报总结：盈利水平维持在高位，精选业绩增长确定性较强标的 

环保严查叠加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施压，2017 年第三季度化工行业周期景气度高涨，利润增

速超过第二季度。周期品：环保收缩是第三季度周期品价格上涨的主线，重点关注农药、尿

素、烧碱炭黑、橡胶助剂、山梨酸钾等细分品种；新材料：看好国产化率有提升空间的进口

替代品，看好电子化学品、锂电材料、碳纤维、改性塑料等；石油石化：油价中枢上移，下

游化工品盈利有望增强，关注涤纶长丝产业链。 

风险提示：市场景气度不及预期、环保事故等。 

 

氯碱行业报告：氯碱失衡加重，烧碱高景气有望持续 20171017 

在环保趋严的背景下，烧碱副产品氯气的销售和运输难度加大，氯碱失衡加重，烧碱价格进

一步走高，2017 年 9 月底，烧碱华北主流价达 1160 元/吨，较去年 8 月上涨起点的 520 元/

吨上涨了 123%。烧碱供需不断改善，下游需求总体向好，氧化铝和粘胶等 18 年产量有望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并带动烧碱需求总体向好，同时下游行业较好的盈利水平也有利于烧碱涨

价的传导。液氯下游需求或将持续低于烧碱，氯碱不平衡有望加剧，并导致液氯倒贴加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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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烧碱价格进一步走高。我们从配套耗氯和弹性两个角度，建议关注氯碱化工、滨化股份和

巨化股份。氯碱化工为园区下游配套液氯、滨化股份液氯配套 PO 产品，巨化股份液氯配套

氟化工。经测算，烧碱价格每上涨 1000 元/吨，氯碱化工、滨化股份、巨化股份 EPS 分别

增厚 0.399、0.351、0.127 元。  

风险提示：烧碱下游需求增速放缓、环保政策不及预期。 

 

轮胎行业深度报告：成本回落，轮胎下半年盈利有望企稳 

供给分析：产能结构过剩状况开始改善。需求分析：全钢胎探底回升明显，半钢胎配套与替

换仍具发展空间。成本分析：原料价格回落，下半年盈利有望企稳。出口分析：“双反”阻

力阶段性减少，全钢胎出口迎窗口期。我们认为，在供需改善的背景下，原材料价格的阶段

回落，将有利于提高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建议关注行业内相关龙头企业。 

风险提示：原料价格大幅波动、去产能进程不及预期等。 

 

化工行业二季度报总结：依旧保持快速增长，优选有业绩的子行业与个股 

化工行业 2017 年二季度收入增速为 32.28%，归母净利润增速为 52.74%，延续一季度业绩

的增长势头，营收净利依然保持较快增速，具备盈利能力。重点关注高景气的子行业：农药、

染料、氯碱、炭黑、轮胎、维生素、山梨酸钾。建议关注 2017 上半年中市场表现较好的子

行业：纯碱、钛白粉、聚氨酯、氮肥。 

风险提示：产品市场景气度下降、环保政策低于预期等。 

 

草甘膦行业报告：环保层层趋严，景气节节攀升 

草甘膦是个全球需求稳定的农药品种。环保加速产能出清，供需格局面临好转；出口旺季到

来，供求紧张隐现；原料甘氨酸产能收缩有望超出预期，从而压制草甘膦供应。草甘膦未来

景气度望连续提升前景，建议关注兴发集团（9.8 万吨权益产能，甘氨酸黄磷配套享受全产

业链），新安股份（8 万吨草甘膦），江山股份（7 万吨草甘膦）。 

风险提示：环保放松复产增多，需求淡季到来。 

 

PVC 行业深度报告：供需持续改善，景气仍处上行通道 

PVC 价格（华东地区电石法均价）从 2015 年年末开始探底回升，2016 年达到阶段高点 8400

元/吨后回落，17 年 8 月底回升至 7440 元/吨，较 2015 年低点反弹约 45%。供给分析：有

效产能回落，西北企业效益显著；需求分析：内外需求向好，有望继续推动 PVC 消费持续

走高。PVC 价格的上涨与价差的持续扩大，普遍提高了相关企业 PVC 项目的盈利能力。关

注弹性标的中泰化学、天原集团等。 

风险提示：落后产能淘汰进程不及预期、国内需求回升不及预期等。 

 

煤制乙二醇深度报告：从全球禀赋角度看煤制乙二醇前景 

原油成本决定乙二醇长期价格水平，石油法乙二醇决定边际成本，油价上涨带动乙二醇价格

上涨。石脑油裂解制乙二醇路线依然占据主要位臵，占比 65%左右，但美国乙二醇装臵大幅

扩张是一次性冲击，长期增量有限，无法挤出高成本石脑油原料乙二醇装臵。气头乙二醇主

要集中在中东，占比 25%左右，但乙烷短缺，中东无力新建乙二醇装臵。而国内煤头乙二醇

还在快速发展中，目前占比 5%，中国煤制乙二醇依赖中国煤炭资源，具备成本优势，下游

聚酯产能持续增长带动乙二醇需求，乙二醇行业供需格局转好，看好煤制乙二醇工艺未来持

续发展性。建议关注华鲁恒升、新疆天业、阳煤化工。 

风险提示：煤制乙二醇产能达产超预期导致供给恶化，全球经济萎靡乙二醇需求不振。 

 

润滑油行业深度报告：车用油需求增长稳健，进口替代大势所趋 

润滑油整体增速平稳，未来增长主要受益于汽车保有量增长、产品升级和进口油品替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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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大企业规模优势明显，进口品牌强度较高等因素，短期内行业格局难有较大变动。但在车

用油优质市场，中小企业具有较高的市场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品牌化运营的企业在市场升

级转型过程中将获得快速成长机会。看好车用油中高端定位企业康普顿、龙蟠科技，建议关

注变压器油细分市场优势企业高科石化。 

风险提示：汽车保有量增速放缓、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等。 

 

化工行业年报一季报总结：基本面经营稳中有升，持续关注亮点突出的子行业 

化工行业在 2016 年度以及 2017 年一季度中整体发展情况稳定良好，收入增速、利润增速、

盈利能力、资本投资等各项指标皆向好提升。看好亮点突出的子行业：农药、纯碱、聚氨酯、

氯碱、氟化工板块，关注 2017Q1 归母净利增长显著的子行业：氮肥、涂料涂漆板块。 

风险提示：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环保政策低于预期的风险等。 

 

 

---公司点评报告--- 

利安隆：崛起中的抗老化剂龙头，迎历史发展机遇 20180531 

三聚环保：生物质、悬浮床加氢技术创新引领增长，模块集成服务模式日趋成熟 20180424 

新安股份：迈图达产带动 Q1 超预期，DMC 续涨 Q2 业绩望新高 20180410 

龙蟒佰利：业绩大幅增长，行业景气预计仍可持续 20180402 

中国石化：原油和天然气弹性巨大，炼化板块稳中有升 20180325 

荣盛石化：17 年芳烃盈利压缩明显，看好 18 年芳烃、PTA 盈利提升 

卫星石化：PP+丙烯酸产业吃透 C3，乙烷裂解领跑 C2 20180313 

恒力股份：聚酯、PTA 高盈利，上下游扩张加快 20180311 

鲁西化工：业绩上修单季 9 亿，18 年看新产能陆续投放 20180127 

桐昆股份：需求带动长丝超预期，长丝、PTA 扩产和大炼化助推 2018 关键年 20180122 

兴发集团：收购腾龙增 5 万吨草甘膦产能，布局得力增厚业绩弹性 

国恩股份：业绩符合预期，预计 18 年延续高增长 20180326 

安诺其：环保督查推涨染料，下半年业绩望超预期 

利尔化学：半年报符合预期，长期看广安新项目 

兄弟科技：维生素全面涨价，B5 涨幅有望超预期 20170806 

日科化学：环保或影响供给端，龙头优势凸显 20170802 

黑猫股份：半年预期大幅上修，验证炭黑高景气 

石大胜华：中报下降预期之内，DMC 跳涨继续看好 Q3 

海利得：产能扩张带动业绩持续高增长 

双环科技：联碱法盈利尚可，食用盐受益专营放开 

湖南海利：一季度稳定增长，期待常德项目发力 

三棵树：国内涂料品牌龙头，工程和家装墙面漆销售迎来双增长 

云南能投：一季报低于预期，份额提升逻辑兑现 

天晟新材：产业链向下游拓展，打开成长空间 

时代新材：业绩低于预期，期待 BOGE 盈利改善及新材料项目落地 

康普顿：聚焦车用油优质市场，“三方共赢”造良性增长 

 

 

---行业评论---- 

从孟山都一季报看麦草畏草胺膦未来需求空间 20180107 

OPEC 延长减产符合预期，18 年油价“稳中有升”基调已定 20171130 

油价中枢上移关注政治因素，四季度柴油+聚酯成亮点 201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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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长丝行情简报：握紧最好的时期，看好不只是涨价，持续推荐桐昆股份 20170918 

《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点评 20170917 

破坏性飓风“艾玛”即将登陆美国，预计石油石化影响有限 20170908 

IHS 飓风对美国化工产能影响分析 20170831 

周期行情火热，重点推荐炭黑及橡胶助剂、农药、染料、PVC 等 20170724 

孟山都上调耐麦草畏大豆推广预期，推荐扬农化工，长青股份 20170630 

VD3 新一轮景气开启，关注业绩弹性标的 20170611 

反倾销调查醚醛，菊酯有望受益 20170609 

孟山都利润高增长，进一步昭示全球农药行业复苏 20170406 

油价周期性反弹，看好“油”“烯”“芳”回暖 20170728 

卡塔尔断交风波，谁会是真正的赢家？ 20170612 

《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点评 20170522 

叙利亚战事再起，多方位看待油价影响 20170407 

江苏化工产业政策点评 2017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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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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