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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市场走势 

过去一周化工指数下跌-5.14%，同期沪深 300 下跌-3.04% 

过去一周无上涨的化工子板块 

过去一周化工子板块，跌幅较大的是炭黑（ -11.35%）、纺织化学用品

（-10.62%）、磷肥（-9.98%）、其他化学原料（-9.93%）、钾肥（-9.75%） 

 本周价格走势 

在本周观察的 234 个产品中，价格上涨产品有 46 个，持平有 86 个，下跌

产品有 102 个，价格上涨产品中，涨幅前五的为双氧水、国际乙烯、丁二

烯、三氯甲烷、甲基环硅氧烷（DMC），价格分别上涨 16.82%、6.88%、5.58%、

5.49%、3.93%；跌幅前五的为国际燃料油、液氨、大庆原油、国际石脑油、

黄磷，价格分别下跌-20.47%、-18.22%、-10.89%、-10.89%、-10.49%、-10.38%。    

在本周观察的 54 个产品中，价差上涨产品有 29 个，持平有 8 个，下跌的

有 17 个。在价差上涨产品中，涨幅前五的是己二酸价差、天胶-顺丁、柴油

价差、环氧丙烷价差、燃料油价差，涨幅分别为 117.67%、95.10%、80.61%、

67.93%、64.21%；本周价差跌幅前五的是原油价差、PTA 价差、丙烯价差、

黄磷价差、纯苯价差，跌幅分别为-169.83%、-34.23%、-27.10%、-20.85%、

-5.58%。 

原油：WTI 最新价格 54.5 美元/桶，较上周上涨 1.02%；布油最新价格 58.53

美元/桶，较上周下跌 3.26%。贝克休斯周五公布数据显示，美国石油活跃钻

井数减少至 909 座，相比上周减少 9 座；EIA 最新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

存减少 850 万桶，已连续七周减少，美国原油日产量上涨至 1230 万桶。 

 

 投资建议 

继续坚定看好氟化工、维生素等品种。氟化工：电子级氢氟酸受益于日韩贸

易战，国内相关企业有望迎来良机，详见我们前期点评《日本加强对韩半导

体材料出口管制，国内电子级氢氟酸有望迎良机》维生素：板块行业供给格

局重塑，海外装置开工受限，价格具备持续上涨动力； 

中报进入披露期，部分业绩超预期同时股价处于相对底部的标的如华鲁恒

升、山东赫达等值得重点关注 

重点推荐标的： 

（1）道恩股份（002838）：公司深耕改性塑料及弹性体市场，TPV 在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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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领域应用持续放量，此外 DVA、TPU 等材料在轮胎内衬、页岩气输

气管道有望迎来爆发，并表海尔新材增厚公司业绩，公司未来成长空间可期。 

（2）华鲁恒升（600352）：国内煤化工龙头，具备全行业最低成本合成气

生产能力，部分产品在行业亏损情况下仍然能保持盈利能力，动态估值低，

安全边际强，中报超预期，近期醋酸价格上涨有望带动业绩环比持续改善。 

（3）巨化股份（600160）：国内氟化工龙头，现有电子级氢氟酸产能 1.8

万吨，其中 ppt 级 1.2 万吨，此外公司参股中巨芯公司以及集成电路投资公

司，全面布局 IC 产业链。 

（4）新和成（002001）：维生素 A、E 有望迎来持续反弹行情，同时 4 月

10 号商务部发起对蛋氨酸的反倾销调查，存在涨价预期，公司维生素 A、E

和蛋氨酸产品有望受益提价带动业绩高弹性。 

（5）山东赫达（002810）：国内纤维素醚龙头，随着去年底扩建产能投产，

打破产能瓶颈，植物胶囊持续放量，业绩有望持续爆发，产品具备较强穿越

周期属性。中报业绩超预期，股价具备较强向上弹性。 

（6）扬农化工（600486）：公司杀虫剂和除草剂量价齐升，经营数据大幅

改善，净利率水平创历史新高；长周期看，国内化工园区持续整改有望重塑

农药行业格局，中美贸易关系缓和有望显著改善国内农药行业出口形势，行

业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 

风险提示：原油价格波动、需求不达预期、贸易谈判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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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涨跌排行 

在本周观察的 234 个产品中，价格上涨产品有 46 个，持平有 86 个，下跌产品

有 102 个，价格上涨产品中，涨幅前五的为双氧水、国际乙烯、丁二烯、三氯甲烷、

甲基环硅氧烷（DMC），价格分别上涨 16.82%、6.88%、5.58%、5.49%、3.93%；跌

幅前五的为国际燃料油、液氨、大庆原油、国际石脑油、黄磷，价格分别下跌-20.47%、

-18.22%、-10.89%、-10.89%、-10.49%、-10.38%。 

图表1： 一周产品价格涨幅前五  图表2： 一周产品价格跌幅前五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在本周观察的 54 个产品中，价差上涨产品有 29 个，持平有 8 个，下跌的有 17

个。在价差上涨产品中，涨幅前五的是己二酸价差、天胶-顺丁、柴油价差、环氧丙

烷价差、燃料油价差，涨幅分别为 117.67%、95.10%、80.61%、67.93%、64.21%；

本周价差跌幅前五的是原油价差、PTA 价差、丙烯价差、黄磷价差、纯苯价差，跌

幅分别为-169.83%、-34.23%、-27.10%、-20.85%、-5.58% 

图表3： 一周产品价差涨幅前五  图表4： 一周产品价差跌幅前五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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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品价格走势 

1、煤化工 

图表5： 甲醇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6： 二甲醚价差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7： 醋酸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8： 醋酐价差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9： 炭黑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10： 煤焦油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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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 改质煤沥青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12： 工业萘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13： 轻油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14： 粗酚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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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聚氨酯行业 

图表15： 纯 MDI 价格价差（元/吨）  图表16： 聚合 MDI 价格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17： TDI 价格价差（元/吨）  图表18： 硬泡聚醚价格价差（桶装，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19： 己二酸价格价差（元/吨）  图表20： 环氧丙烷价格价差（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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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23： 丁酮价格价差（元/吨）  图表24： 甲苯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25： 苯胺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26： 软泡聚醚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21： 顺酐法价格价差（元/吨）  图表22： DMF 价格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12 / 30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29： 合成氨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30： 顺酐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3、两碱 

图表31： 纯碱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32： 烧碱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27： TDI 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28： 环氧丙烷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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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35： VCM(氯乙烯单体）（美元/吨）  图表36： 电石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37： 焦炭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38： ADC 发泡剂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33： 乙烯法 PVC 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34： 乙炔法 PVC 价差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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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4、氟化工 

图表39： R22 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40： 聚四氟乙烯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41： R410a 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42： R134a 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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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3： R32 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44： 冰晶石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45： 三氯甲烷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46： 二氯甲烷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47： 三氯乙烯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48： 氢氟酸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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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5、石化 

图表49： 原油国际国内价差走势（美元/桶）  图表50： 石脑油国际国内价差走势（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51： 汽油国际国内价差走势（美元/桶）  图表52： 柴油国际国内价差走势（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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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3： 燃料油国际国内价差走势（美元/桶）  图表54： 丙烯国际国内价差走势（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55： 丁二烯国际国内价差走势（美元/桶）  图表56： 纯苯国际国内价差走势（美元/桶）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图表57： 苯乙烯国际国内价差走势（美元/吨）  图表58： WTI 原油价格走势（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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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9： 布伦特原油价格走势（美元/桶）  图表60： 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走势（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61： NYMEX 天然气价格（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图表62： 液化气（C4，青岛石化）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 win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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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6、化纤 

图表63： 涤纶短纤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64： 涤纶长条 FDY 价差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65： 乙二醇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66： PTA价差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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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67： 40D 氨纶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68： 电石法 PVA价差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69： 醋酸乙烯法 PVA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70： 粘胶短纤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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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71： 粘胶长丝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72： CC Index 328 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73： 涤纶短纤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74： 涤纶长丝 FDY 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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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75： 涤纶长丝 POY 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76： PET 切片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77： PTA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78： 对二甲苯（PX)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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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79： 环氧乙烷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80： 乙二醇(MEG)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7、塑料 

图表81： HDPE 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82： BOPP（厚光膜）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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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8、橡胶 

图表83： 天胶-丁苯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84： 天胶-顺丁价差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85： 丁苯/天胶比率走势  图表86： 顺丁／天胶比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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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9.染料 

图表87： 分散黑 ECT 300%价格走势（元/公斤）  图表88： 活性黑 WNN 200%价格走势（元/公斤）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10.农药 

图表89： 草甘膦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90： 草甘膦（长三角）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11.化肥 

图表91： 煤头尿素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92： 气头尿素价差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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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93： DAP 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94： 黄磷价差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12.民爆 

图表95： 工业炸药价差走势（元/吨）  图表96： 硝酸铵（工业）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13.维生素 

图表97： 国产维生素 A价格走势（元/千克）  图表98： 国产维生素 B1 价格走势（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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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99： 国产维生素 B6 价格走势（元/千克）  图表100： 国产维生素 E 价格走势（元/千克）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14.医药中间体 

图表101： 蛋氨酸价格走势（元/公斤）  图表102： 赖氨酸（98.5%）价格走势（元/公斤）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0200

0200

0200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28 / 30 

15. 其它 

图表103： 钛白粉金红石型价格价差（元/吨）  图表104： 钛白粉（锐钛型 NA100）价格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105： 间二甲苯价格价差（元/吨）  图表106： 丙酮价格走势（元/吨） 

  

 

s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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