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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持续供不应求，电解液调价在即 

——电解液行业事件点评报告 
 

 

最近一年行业走势 

 

 

行业相对表现  
表现 1M 3M 12M 

电气设备 -16.0 0.1 -17.0 

沪深 300 -11.4 6.0 -6.9 
 
 

 

相关报告  
《电气设备行业周报：新能源汽车销量低于预

期，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落地》——2019-05-20 

《电气设备行业周报：新能源汽车 Q1 业绩分

化，光伏新政带动需求向好》——2019-05-16 

《新能源汽车行业点评报告：销量低于预期，

静待行业复苏》——2019-05-14 

《氢燃料电池行业点评报告：政策加码，产业

提速》——2019-04-24 

《电气设备行业周报：布局产品涨价的细分龙

头，新能源补贴落地在即》——2019-04-22  
 

事件： 

1）根据百川资讯信息，5 月 20 日，石大胜华电池级 EC(碳酸乙烯酯)出

厂价调涨 4000 元/吨，现报价 2.2 万元/吨。 

2）根据 GGII 报道，部分电解液产品价格也即将进入调涨通道，预计价

格涨价幅度会在 8%-15%。 

投资要点： 

 EC 持续供不应求，淡季涨价超预期，全年价格看高一线。年初江苏

3 万余吨 EC 产能由于环保问题被关停，供给端收缩 30%。导致国

内 EC 供给十分紧张，3 月 EC 开启强势涨价趋势，部分电解液厂商

提前备货带来淡季价格快速上涨，最新散单报价 2.2 万元/吨，同比

增长超过 150%，此前市场普遍认为上半年 EC 价格不会超过 2 万元

/吨，淡季 EC 价格超预期，同时环保趋严，EC 供给端低于预期的可

能性较大，预计 EC 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有望超过 3 万元/吨。 

 EC 涨价有望顺利传导，电解液调价在即。去年电解液经历了激烈的

价格战，Q3-Q4 电池级 DMC 从约 7000 元/吨上涨至约 10000 元/

吨以上，带动了相关的 DEC，EMC 等溶剂调涨，从而带动电解液价

格调涨 10-15%。目前 EC 在电解液中约占质量的 20-30%，介电常

数较高，可替代性较低，EC 每上涨 1 万元，对于电解液厂商单吨成

本增厚约 2000-3000 元，目前 EC 涨幅较大，电解液厂商会将 EC

涨价向下游电池厂传导，根据高工锂电报道，目前部分电解液产品

价格也即将进入调涨通道，预计价格涨幅约为 8-15%，对于电解液

厂商，保证电池厂客户订单顺利交货首先要确保溶剂供应，EC 厂商

优先保障优质客户的原料供给，一旦进入需求旺季，小厂拿货将越

来越难，预计电解液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龙头厂商议价能力

有望提升。 

 电池级 DMC 价格坚挺，与工业级产品价差同比拉大，需求旺季有

望联动 EC 促电解液涨价。目前电池级 DMC（碳酸二甲酯）价格约

7500 元/吨，出口端长协价格更高，去年同期电池级与工业级 DMC

价格价差约为 1000 元/吨，目前价差在 2000 元/吨以上，主要是由

于电池级 DMC 产品仅有石大、海科等少数厂商具备供应能力，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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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端 DMC 产能稀缺且需求更好，因而价格坚挺。工业级 DMC

低位运行，主要是由于原材料环氧丙烷价格走低以及需求旺季尚未

到来，预计三季度将迎来工业级 DMC 的旺季，其价格看涨，由于价

差在稳定区间，同时电池级 DMC 将相应水涨船高， DMC 以及以

DMC 为原料起点的其他溶剂 DEC、EMC 等将联动 EC 涨价。 

 静待需求放量的行业拐点，溶剂/6F/电解液产业链有望成先行指标。

过往几轮板块上涨都有核心主线如锂盐产业链（碳酸锂-6F-电解液-

动力电池）以及三元电池产业链（金属钴-三元正极-三元电池-电动

乘用车）等实现价格有效传导，从而带动板块整体性的投资机会，

其核心驱动是来自于需求高速增长造成产品价格的上涨。目前在补

贴退坡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相对低迷，市场对电动车

销量以及各细分产品价格存在较大预期差。当下多个细分产品的价

格处于趋势下行状态，仅有电解液溶剂以及 6F 有涨价或企稳的趋

势，但尚未形成产业链价格的有效传导，其主要原因是目前需求端

未扩大至供给需求的临界点。因此，我们判断未来行业复苏的拐点

是需求放量后，实现溶剂/6F/电解液的价格有效传导（即产业链上的

产品价格同步上涨，同时下游成本覆盖上游涨价后仍有利差），进而

有望带动板块企稳回升，这或许是目前最为有效的判断指标。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维持行业“推荐”评级。我们认为，1） EC

持续供不应求，淡季价格超预期上涨，电解液价格调涨在即；2）溶

剂厂优先保证龙头电解液厂商供应，加预计电解液行业集中度将进

一步提升，龙头厂商议价能力有望提升；3）DMC 等多种溶剂及 6F

有望在三季度形成联动效应，从而推升电解液价格。建议关注整个

电解液产业链价格，推荐溶剂 (DMC+EC) 龙头石大胜华，电解液

龙头天赐材料、新宙邦，6F 龙头多氟多。 

 风险提示：溶剂 EC、DMC 涨价不及预期；新能源车需求不及预期；

电解液涨价不及预期；政策波动风险；上市公司产能由于环保关停

的风险。 

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重点公司 股票 2019-05-22  EPS   PE  投资 

代码 名称 股价 2018 2019E 2020E 2018 2019E 2020E 评级 

002407.SZ 多氟多 11.99 0.10 0.52 0.64 116.84 23.06 18.79 未评级 

002709.SZ 天赐材料 24.59 1.35 0.85 1.52 18.21 28.93 16.18 增持 

300037.SZ 新宙邦 22.35 0.85 1.11 1.47 26.29 20.14 15.2 买入 

603026.SH 石大胜华 38.0 1.01 2.54 3.0 37.62 14.96 12.67 买入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国海证券研究所（注：多氟多盈利预测取自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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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新能源组介绍】  
  
谭倩，8 年行业研究经验，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分析师、电力设备新能源组长、环保公用事业组长、主管行业公司研

究，对内创新业务。水晶球分析师公用事业行业公募机构榜单 2016 年第三名、2014 年第五名，2013 年第四名。 

尹斌，中科院物理化学博士，4 年比亚迪动力电池实业经验，3 年证券从业经验，2018 年进入国海证券，从事新能源

汽车行业及上市公司研究，2015 年新财富第 2 名、2016 年新财富第 3 名核心成员。 

张涵，中山大学理学学士，金融学硕士，2018 年进入国海证券，现从事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研究。  

【分析师承诺】 

 
谭倩、尹斌，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

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

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国海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领先沪深 300 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沪深 300 指数； 

回避：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落后沪深 300 指数。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卖出：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 10%以上。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客

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接

受客户的后续问询。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及合法获得的相关内部外部

报告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其中的信息已做最新变更，也不保证相关的建

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

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

报告。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和征价。

本公司及其本公司员工对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本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

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

产品等服务。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依法合规地履行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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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本公司或其他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决策。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

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

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  

若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该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通过此途径获得本

报告的投资者应自行联系该机构以要求获悉更详细信息。本报告不构成本公司向该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

亦不为该机构之客户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所载内容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郑重声明】 

本报告版权归国海证券所有。未经本公司的明确书面特别授权或协议约定，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对本报

告的任何内容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本报告的部分或者全部内

容，否则均构成对本公司版权的侵害，本公司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