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面对冲策略箭在弦上，9 月成本传导势成关键 
 

一、行情回顾 

本报告期间（7 月 24 日至 8 月 24 日），PTA 期货市场进行了一轮 9-1 基差相关的大幅

波动行情，随着 09 合约价格基调的形成，整体期货市场价格形态呈现迅速上涨而后调整回

落的态势。 从 PTA 期货市场移仓换月前 20 席位持仓变化来看，在 7 月 30 日 1401 合约完

成最后一波短期调整下破 7800 并短期扩大相对 1309 合约贴水格局后，大量期现套利盘涌

入 PTA1401 合约，同时现货市场结构继续形成对于 1309 合约的抛压，配合宏观面因埃及

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所造成的原油价格上涨利多窗口，多头资金开始系统性布局 1 月，显示

出投资者对于后期市场不乐观的利空预期逐步被市场消化，实际成交情况看，7 月 24 日-8

月 13 日交易区间，1401 合约持仓增加 86338 张。价格上涨 192 点，涨幅达 2.43%。同期

1309 合约持仓减少 114692 张，价格下跌 74 点，跌幅达 0.9%。从实际成交情况看，1309

价格受现货制约，随着多头系统性移仓 1401，受制于现货价格不振，1309 合约冲高即面临

强大期现套利盘抛压，但相应的 PTA 现货市场成交规模的收窄导致了部分买入套保盘提前

进入 1401，致使 9-1 价差波动幅度超过了任一合约的涨跌幅，从目前情况看，TA1309 合

约巨量交割风险消除 ，而市场正逐步消化前期买入套保盘进入较早而引发的 TA1401 快速

升水后造成的期现基差过大而产生的仓单套利区间，整体 PTA 后期价格走势仍维系于新月

度上下游各主要品种生产成本区间的明朗及价格传导的完成。 

图表 1：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1401 日线图 

 

资料来源：博弈大师  新湖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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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一）原油高位盘整，炼厂检修结束定调 9 月  

报告期间， WTI 原油期货价格在急速拉升上扬后触顶 109 美元一线回落，其间经历

了两轮连续下跌后又台阶式修复上涨的过程，大区间走势格局明显，在 EIA 数据出台及地

缘政治命题新动向时刻多次出现快速逆转走势，究其原因，我们仍认为原油走势下跌区间

动力主要来自于基本面，基本与美国炼厂检修计划推进节奏一致，其中全美最大炼厂

MOTIVA60 万桶每日处理能力装置 8 月 19 号开始检修 8 月 23 号结束，检修结束释放需求

预计也将进一步稳定北美原油市场价格，为 9 月国际原油市场定下基本面利空基本消化完

毕的基调，而从货币方面看，9 月 QE 退出预期的市场反应越来越强烈，但自七月份以来

美元指数走强情况并未如预料般出现，在 QE 退出机制有实质性进展前，完成基本面利空

消化的原油市场借助中东地缘政治题材，仍将能保持相当的价格强度。 

图表 2：美元指数、WTI 原油叠加对比图 

 

资料来源：博弈大师  新湖期货研究所 

（二）PX 价格稳中有进，价格重心继续抬升 

进入本月，PX 亚洲现货价格一度冲击 1500 美元/吨，报告期间 PX 在 8 月 19 日后受

整体PTA价格上行及PTA工厂提升开工率回避停产保价议题而上涨至月度最高1496美元/

吨。从 2013 年度整个产业链形态而言，PX 的价格预期完全建立在 PTA 产能利用率是否有

效释放上，而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2013 年主要的 PX 产能能否有效释放，如延迟则延迟

多久对于合约间价格关系与中短期走势密切相关，PTA 工厂在 8月中下旬重新进入了亏损

生产状态，但 PTA 工厂目前仍必须为合约货渠道的稳定而继续保持合理的开工率，降低 9

月 PX 采购量，缩小库存周期形成对于 PX 现货市场压力成为合理的选择，但同样在 9月整

体 MX 的亚洲供应量也在降低，供需两面的抵销使 PX 供应商掌握议价权，9 月 PX 价格重

心仍将保持继续抬升的态势，而局势的变数仍在国内腾龙芳烃的开工投产预期之上，由于

生产原料的特殊性，腾龙芳烃的 MX 供应不受整体亚洲市场 MX 月度减量影响，9-10 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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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产顺利，腾龙翔鹭 PX-PTA 配套投产时间差将造成约 7万吨 PX 流向亚洲现货市场，弥

补亚洲市场9月份PX供需矛盾，同期国内PX社会库存没有进一步增加迹象，目前情况看，

腾龙在 9月形成商业产能可能性较小，整体 9月 PX 供应紧张态势明显。 

（三）PTA 生产进入亏损，减产保价或将出现 

     本报告周期内， 受 PTA 期货市场 9-1 价差波动剧烈影响，近月主力合约 1309 合约现

货抛盘承压明显，造成 TA1309 价格逐步主动回归现货靠拢，在现货价格停滞情况下，TA1401

合约的买入套保盘上涨惯性造成了最高达 300 点以上正向期现基差，而 PTA 现货价格自二

季度以来，累积上涨幅度不超过 400 元/吨。从实际 8月 PX 协议 ACP 价格折算 PTA 生产成

本，周期内内盘 PTA 现货价格已然处于负利润状态，仅 PTA 合约货折算现金流仍为正向，

促成国内 PTA 期货市场出现理论上的无风险套利区间，产业资金转而投向 TA1401 卖出套保

以求规避 PTA 及聚酯生产的亏损，从目前看，支持 PTA 价格继续上涨的最大障碍在于聚酯

生产的同步亏损，这一障碍通过现货价格的体现实质性的阻碍了 TA1401 前一轮在 8100 点

附近的上涨动能，但目前聚酯工厂成品仍然偏低， 库存压力的缺席使聚酯品种的价格仍能

维持，进入 9月，随着 PX 成本提高的预期来临，PTA 环节或将通过减产保价的措施通过 PTA

现货进行成本传导，而成本传导的顺利与否，关键指标仍在聚酯工厂成品库存率的变动之

上。 

图表 3：石化中间体综合走势图（元/吨） 

 

资料来源：CCFEI  新湖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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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PTA 综合走势图 （元/吨） 

资料来源：CCFEI  新湖期货研究所 

 

（四）下游织造等待订单潮，价格维系聚酯库存率 

自二季度以来，下游织造订单有所恢复，但整体行业景气度处于低值，9月聚酯下游将迎

来传统旺季意义上的圣诞订单生产下单潮的来临，目前整体江浙地区涤纶长丝呈现先涨后

稳走势，工厂报价较有所上调，但因下游织造需求仍较疲弱成交情况温而不火，总体成交

量提升不是很大，整个下游市场DTY生产目前仍可保持相当利润，但POY与FDY均已出现200

元/吨左右亏损，部分区域亏损可达400元/吨。 

  图表 5：聚酯产品价格综合走势图（元/吨） 

 

资料来源：CCFEI  新湖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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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展望 

从当前的基差情况及市场结构来看，1401 合约虽然在价格上面临现货价格的压制，冲

高即面临现货套利盘的抛压，但社会库存总量偏少造成产业链多头套保持仓相对社会库存

比值较高，进而在 PTA9-10 月间出现行业性减产保价后出现急速拉升的可能性，目前的市

场已经修复高贴水反向基差，下一步市场炒作的题材将依次是 TA1401 在可能的减产保价后

的备货行情及新产能投放对于 TA1405 合约的利空影响，这两点目前来看较为确定，在 09

集中交割进一步消化 PTA 社会库存后，1401 合约备货意图将更加明显，如 09 交割总量高

于预期，配合 PTA 工厂相应的检修计划及 PX 价格的高企，1401 合约将得到新一轮的多头

套保青睐，进而规避现货停滞所带来的价格压制，建议投资者低位布局，留待 9月成本明

朗及 TA1309 合约交割完毕后，中线持有 TA1-5 正向套利策略头寸，执行较高安全边际的基

本面强弱对冲套利。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

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

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品种的操作依据，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

作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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