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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跟踪】 

 

资料来源：同花顺，隆众资讯，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趋势强度】 

LPG 趋势强度：-1 

注：趋势强度取值范围为【-2,2】区间整数。强弱程度分类如下：弱、偏弱、中性、偏强、强，-2 表示最看空，2 表示最看多。 

【市场回顾】 

◼ 7 月 19 日，珠三角地区国产气成交价为 4480-4520 元/吨，珠三角地区进口气成交价为 4500-4530 元/

吨。 

◼ 隆众资讯报道：2021 年 7 月 16 日，8 月份的 CP 预期，丙烷 655 美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2美元/吨；

丁烷 655 美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2 美元/吨。9 月份 CP预测，丙烷 651 美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2

美元/吨；丁烷 65149 美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2 美元/吨。 

◼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俄罗斯将在下半年增加石油产量。 俄罗斯将在 2022 年 5 月达到疫情爆发前的

石油产量水平。 

◼ 【法国政府发言人：法国已经进入第四轮疫情】当地时间 19 日，法国政府新闻发言人阿达尔表示，现

在法国已经进入了第四轮疫情，新冠病毒传播异常迅速，这一次比前三次浪潮要上升更快。目前，德尔

塔变种病毒已经占到法国感染人数的 80%。法国政府呼吁大众尽快接种疫苗，以应对疫情的过快发展。

（央视新闻） 

◼ 联合石油数据库 JODI：沙特 5 月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下降 0.4 万桶/日，至 214.6 万桶/日。沙特 5 月份石

油产品出口量增加 7 万桶/日，至 128.6 万桶/日。  

【观点及建议】 

 昨夜，油价迎来今年以来最强力度暴跌，包括 PG 在内的能化品全线回调。当前，由于 Delta 变异株病

毒的快速传播，全球正在爆发第四次疫情，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昨夜包括股票，商品等资产均出现

全面下跌。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预计经济复苏的节奏恐放慢，但彻底失控导致原油价格持续暴跌的概率并不

大，三季度冲高的观点仍然未变只是时间上可能会延后。因此，短期内 PG 将跟随原油端波动，但因其自身

仓单情况，仍将强于原油，下方空间有限，并且随着 LPG 进入消费旺季，我们对于未来行情仍持乐观态度。 

昨日收盘价 日涨幅 昨日夜盘收盘价 夜盘涨幅

PG2108 5,039 3.73% 4,839 -3.97%

PG2109 5,039 4.31% 4,792 -4.90%

昨日成交 较前日变动 昨日持仓 较前日变动

PG2108 19,000 -5116 18,516 -904

PG2109 122,106 47104 71,942 4616

广州国产气对08合约价差

广州进口气对08合约价差

PDH开工率

MTBE开工率

烷基化开工率

期货

价差

昨日价差 前日价差

-539 -358

-529 -338

产业链重

要价格数

据

本周 上周

78.2% 85.0%

58.0% 57.0%

42.0%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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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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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分公司 陕西分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30 号期货大厦 1105 房间 西安市高新三路 12 号中国人保金融大厦 1802 室 

电话：0371-65600697     传真：0371-65610168 电话：029-88220218    传真：029-63091956 

山东分公司 湖北分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草山岭南路 975 号 11 层 1107-1108 室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718 号浙商大厦 40 楼 4005 室 

电话：0531-81210190    传真：0531-81210191 电话：027-82886695    传真：027-82888027 

厦门分公司 深圳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95 号华润大厦 B 座 1508- 

1509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15 楼 1502、

1503、1504 室 电话：0592-5886155   传真：0592-5886122 电话：0755-23980587    传真：0755-23980597 

天津营业部 北京三元桥营业部 

天津市和平区郑州道 18 号港澳大厦 6 层 北京市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22 号楼 15 层 1501、1502 单元 

电话：022-23304956     传真：022-23300863 电话：010-64669008     传真：010-64669884 

杭州营业部 青岛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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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 号 11 号楼杰正财富 5 楼 

501 室 
电话：0571-86809289    传真：0571-86922517 电话：0532-80993629     传真：0532-80993630 

宁波营业部 南京营业部 

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 999 弄 4 号〈6-1〉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168 号 1911 室 

电话：0574-87916522    传真：0574-87916513 电话：025-87780990   传真：025-87780991 

长春营业部 长沙营业部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生态大街 2188 号川渝泓泰国

际环球贸易中心 1 号楼 23 层 2302、2303 室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 号新湖南大厦产业楼 3404 室 

电话：0431-85918811    传真：0431—85916622 电话：0731-82258088  传真：0731-82256453 

    国泰君安证券各营业部受理 IB 业务  客户服务中心：95521   http://www.gtjaqh.com 

国泰君安期货客户服务电话 9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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