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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行业专题报告二：日韩疫情对 PX

的影响和产业链后市分析 

——石油石化行业专题报告 

 

 要点 1：国内 PX 的主要进口国中，韩国和日本排名在前两位。2019 年，

从 PX 其中从韩国进口量为 604.07 万吨，占总进口量的 40.44%，日本进

口 209.72 万吨，占比 14.04%。在正常情况下，韩日疫情对 PX 生产一般

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主要原因为 PX 多为一体化装置，厂家规模较大，同

时多为合约销售，因此公共卫生事件对工厂生产产生影响有限。但疫情对

需求端（特别是终端）影响较大，在需求持续偏弱的情况下，不排除 PX

个别工厂停机检修，但目前来看，表现并不明显 

 要点 2：从 PX 未来产能投放来看，有约 2070 万吨产能正在规划或建设中，

足够匹配约 3160 万吨的 PTA 增量，PX 或将进入长期过剩状态；从 PTA

未来产能投放来看，有约 2700 万吨产能正在规划或建设中，近三年 PTA

复合表观消费增速约 10%，而今年国内产能增加量约 30%，PTA 也将进

入过剩周期；从聚酯端的规划和在建项目来看，近两年聚酯端计划投产产

能约 680 万吨，在产能匹配上低于上游的 PTA 的产能增速，也低于近三

年需求的复合增速，我们判断产业链利润将进一步向聚酯端转移 

 投资建议：PX 装置是大多是一体化装置，我们判断日韩疫情对 PX 供应

端影响有限，疫情更多的是对终端需求的影响。从 PX-PTA-PET 产能投放

节奏来看，PX 投放产能高于 PTA，PTA 高于聚酯，我们判断利润将向聚

酯端转移，建议关注一体化龙头恒力股份和涤纶长丝龙头桐昆股份。 

 风险提示：疫情进一步扩散；终端需求不及预期；装置投产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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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X-PTA-PET 产业链简介 

PX-PTA-PET（聚酯）是一条非常特殊的产业链，几乎所有的 PX 的用途是生产 PTA，同

时 PTA 几乎所有的用于 PET，生产链条单一且没有替代品，某一个环节的缺失将会导致

价格传导的不顺畅。 

图 1：PTA 产业流程图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在 PX-PTA-PET 产业链中，PX 进口依赖度较高，2019 年，虽然国内产能投产较多，但进

口依赖度仍在 50%以上，PTA 基本上自产自销，而聚酯下游的服装纺织对出口依赖度较

高。 

2. 国内 PX 产能大量释放，但进口依赖度

仍较高 

在 2015 年到 2018 年四年之间，国内 PX 产能基本维持在 1383 万吨，2019 年，随着恒力

石化、浙石化等 PX 装置投产，国内 PX 产能提升到 2053 万吨。 

2019 年，国内产量 1465 万吨，较 2018 年增加约 440 万吨，2019 年进口量 1497 万吨，

较 2018 年减少约 93 万吨，进口依赖度从 60.85%下降到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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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国内 PX 供需平衡图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长城证券研究所 

国内 PX 的主要进口国中，韩国和日本排名在前两位。2019 年，从 PX 其中从韩国进口量

为 604.07 万吨，占总进口量的 40.44%，日本进口 209.72 万吨，占比 14.04%。。 

图 3：PX 进口国家占比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目前韩国 PX 产能 1018 万吨，日本 410.5 万吨。由此可见，日本和韩国半数以上的 PX 产

量都出口到中国。 

表 1：韩国 PX 装置 

国家 企业 产能/万吨 位置 

韩国 加德士 135 丽水 

韩国 现代石油 118 大山 

韩国 乐天化学 75 蔚山 

韩国 SKGC/JX Ulsan 

Aromatics 

100 蔚山 

韩国 SK 综合化学 210 蔚山/仁川 

http://ipoipo.cn/


 

 行业专题报告 

 

长城证券 6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国家 企业 产能/万吨 位置 

韩国 韩华道达尔 200 大山 

韩国 双龙 180 昂山 

合计  1018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表 2：日本 PX 装置 

国家 企业 产能/万吨 位置 

日本 新日本石油 312 水岛、大分、千叶、鹿

岛、川崎、夏津 

日本 出光石化 48 千叶 

日本 埃克森 21.5 坂井 

日本  帝人 29 松岛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在正常情况下，韩日疫情对 PX 生产一般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主要原因为 PX 多为一体化

装置，厂家规模较大，同时多为合约销售，因此公共卫生事件对工厂生产产生影响有限。

但疫情对需求端（特别是终端）影响较大，在需求持续偏弱的情况下，不排除 PX 个别工

厂停机检修，但目前来看，表现并不明显。 

从 PX 未来产能投放来看，有 2070 万吨产能正在规划或建设中，足够匹配约 3160 万吨的

PTA 产能增量，PX 或将进入长期过剩状态。 

表 3：PX 规划或在建产能 

企业名称 产能 计划投产时间 

华联石化 100 2020 年 Q2 

汉邦石化 160 2020 年 Q3 

中化泉州 80 2020 年 Q3 

陕西华电榆林 60 2020 年 Q3 

宁夏宝塔 80 2020 年 Q4 

虹港石化 200 2021 年 Q1 

中海油惠州 100 2021 年 Q2 

华联石化 100 2021 年 Q2 

宁波中金 200 2021 年 Q3 

浙江石化 500 2022 年 Q1 

河北玖瑞 80 2022 年 Q3 

洛阳石化 60 2022 年 Q4 

唐山旭阳 350 2023 年 Q1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长城证券研究所 

 

3. 龙头企业扩产，PTA 产能扩张 

从 2009 年开始，PTA 产能进入快速扩张期，2019 年国内产能 1210 万吨，产量 1177 万吨，

开工率 97.3%，到 2018 年，国内产能 5129 万吨，产量 4074 万吨，开工率 79.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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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于剔除掉部门无效产能，国内有效产能 4855.5 万吨，产量 4474.9 万吨，开工率达到

92.2%。 

图 4：PTA 产能、产量及开工率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长城证券研究所 

 

 

2020 年，PTA 开始下一轮产能扩张周期，一季度，中泰石化 120 万吨和恒力石化 250 万

吨产能投产，国内产能达到 5225.5 万吨，2020 年仍有 1040 万吨产能计划投产，未来三

年预计规划或在建产能达到 2700 万吨。 

表 4：PTA 规划或在建产能 

企业名称 产能 计划投产时间 

恒力石化 250 2020 年 Q2 

新凤鸣 220 2020 年 Q3 

福建百宏 240 2020 年 Q4 

逸盛宁波石化 330 2020 年 Q4 

蓝山屯河 60 2021 年 Q1 

虹港石化 250 2021 年 Q1 

海南逸盛 220 2021 年 Q4 

华彬石化 220 2021 年 Q4 

宝塔石化 120 2022 年 Q4 

宁波台化 150 2022 年 Q4 

江阴汉邦 220 2022 年 Q4 

桐昆石化 500 2022 年 Q4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长城证券研究所 

PTA 进出口量很小，相对于产量基本可以忽略，表观消费量和产量基本相当，可以推算

出近三年 PTA 复合表观消费增速约 10%，而今年国内产能增加量约 30%，PTA 也将进入

过剩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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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聚酯扩张速度慢于上游，利润有望向下

转移 

由于产业链单一，通过 PTA 需求增速可以推算出聚酯近三年总需求复合增速在 10%左右，

从长丝、短纤等下游产品开工率来看，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从而可以看出行业的景气

度逐渐提升。 

图 5：长丝产能、产量和开工率  图 6：短纤产能、产量和开工率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7：瓶片产能、产量和开工率  图 8：切片产能、产量和开工率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长城证券研究所 

从聚酯端的规划和在建项目来看，近两年聚酯端计划投产产能约 680 万吨，在产能匹配

上低于上游的 PTA 的产能增速，也低于近三年需求的复合增速，我们判断产业链利润将

进一步向聚酯端转移。 

表 5：聚酯规划或在建产能 

企业名称 产能 计划投产时间 种类 

恒科新材料 50 2020 年 Q1 长丝 

新凤鸣 60 2020 年 Q1 长丝 

盛虹集团 25 2020 年 Q2 长丝 

嘉兴逸鹏 25 2020 年 Q3 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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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产能 计划投产时间 种类 

桐昆股份 50 2020 年 Q3 长丝 

重庆万凯 60 2020 年 Q1 瓶片 

海南逸盛 50 2020 年 Q2 瓶片 

逸盛大连 30 2020 年 Q2 瓶片 

四川汉江 60 2021 年 Q1 瓶片 

仪征化纤 50 2021 年 Q4 瓶片 

逸盛大连 60 2021 年 Q4 瓶片 

珠海华润 50 2021 年 Q4 瓶片 

仪征化纤 20 2020 年 Q2 短纤 

宿迁逸达 25 2020 年 Q2 短纤 

江苏优彩 10 2021 年 Q1 短纤 

恒鸣化纤 15 2021 年 Q1 短纤 

浙江三维 20 2020 年 Q2 切片 

江苏华亚 20 2020 年 Q2 切片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5. 投资建议和风险提示 

投资建议：PX 装置是大多是一体化装置，我们判断日韩疫情对 PX 供应端影响有限，

疫情更多的是对终端需求的影响。从 PX-PTA-PET 产能投放节奏来看，PX 投放产能

高于 PTA，PTA 高于聚酯，我们判断利润将向聚酯端转移，建议关注一体化龙头恒

力股份和涤纶长丝龙头桐昆股份。 

风险提示：疫情进一步扩散；终端需求不及预期；装置投产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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