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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市场动态

一、 本月国内甲醇行情

2 月，国内甲醇市场继续区域性走势。截止月末，华东港口主流价格 1830-1900 元/吨，较上个

月末涨 50-70 元/吨，华南港口主流价格 1770-1790 元/吨，较上个月末涨 40元/吨；内地主流价

格在 1550-1800 元/吨（低端多内蒙古），较上个月末低端涨 150 元/吨。2月，恰逢农历新年假

期。宁夏、陕西等西北烯烃企业继续外采甲醇，节前外采量略有减少，甲醛、二甲醚等传统甲醇下游

企业开工率降至冰点，部分企业提前离市，市场几无操作。节后由于西北主产区多套装置意外检修使

得主产区可销售库存低位，而河北、山西等地因为环保等原因装置负荷低位，供应减少支撑市场大幅

走高。虽后期兖矿荣信 90 万吨/年甲醇装置逐步重其，但整体产量不多。场内多数贸易商逐步入

市，物流车辆增多，运费降低。而甲醛、二甲醚等传统下游企业恢复缓慢，市场表现一般。同时，原

油及甲醇期货震荡运行，港口烯烃企业外需甲醇一般，多数业者操作心态谨慎，港口市场震荡整理。

二、 甲醇本月行情分述

1. 本月欧美亚甲醇市场走势

时间 CFR 中国

（美吨）

CFR 韩国 CFR 台湾 CFR东南亚 CFR印度 FOB鹿特丹

（欧元/吨）

FOB美国

海湾（美

分/加仑）

12.26
207

211 209 213 179 162 42.5

1.2 207 211 209 217 174 152 42

1.9 207 210 209 216 172 148 42

1.16 218 214 213 222 176 145 43

1.23 217 221 215 222 181 15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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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盘（CFR中国）成交情况

一单 3000-5000 吨 3 月上半月至 4 月上半月甲醇卖盘意向价格在 225 美元/吨 CFR 中国，

买盘意向价格在 218-220 美元/吨 CFR 中国。

一单 5000 吨 3 月上半月甲醇交易意向价格在 205-210 美元/吨 CFR 中国。

一单 5000-10000 吨 3 月上半月甲醇交易意向价格在 214 美元/吨 CFR 中国。

2. 国内主要企业出厂价格

较上月

底涨跌

幅

+10 +10 +6 +9 +2 -1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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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地区甲醇市场行情

厂家 出厂（元/吨） 较上月末涨幅（元/

吨）

备注

山东兖矿 1720 +90 正常

山东联盟 1800 +50 正常

山东滕州凤凰 1750 +60 正常

山东明水 1900 +200 正常

山西丰喜 不报 +0 自用

山西晋丰 1650（承兑价格） +150 正常

四川达钢 不报 +0 低负荷

中龙煤化 2450 +0 日产 500 余吨

河南新乡心连心 1800 +100 正常

河北正元 1850（承兑价格） +170 日销量 200 吨

安徽昊源 1770 +30 正常

上海焦化 1950 +100 正常

青海格尔木 不报 +0 日产 200 吨

青海中浩 不报 +0 检修

新疆兖矿 不报 +0 正常

内蒙古久泰 不报 +0 正常

内蒙古新奥 1580 +150 正常

陕西榆林兖矿 1550 +100 正常

陕西黑猫 1650 +150 稳定

甘肃华亭中煦 1550（承兑价格） +160 正常

中海石油建滔 不报 +0 本月末挂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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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港口

本月，华东港口甲醇市场上扬，截止月末，江苏港口太仓甲醇报价/商谈在 1830-1840 元/吨；

宁波港口甲醇零星报价在 1900 元/吨。

山东地区

本月，山东地区甲醇市场上涨，截止月末，中东部企业主流出厂价 1800 元/吨左右，淄博及周

边贸易商报价在 1750-1760 元/吨；南部企业零售价格在 1710-1720 元/吨，贸易商对临沂地区不带

票送到报价 1710 元/吨左右。

华南地区

本月，华南地区市场上涨，截止月末，广东港口甲醇报价在 1770-1800 元/吨，部分成交

在 1770-178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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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河北地区：本月，河北地区甲醇市场上扬，截止月末，石家庄及周边企业出货在 1680-1710 元/

吨左右，文安地区不带票零星报价在 1700-1750 元/吨，唐山主流在 1950 元/吨。

山西地区：本月，山西地区甲醇市场大幅上涨，截止月末，南部及东南部甲醇主流企业出厂在

1600-1630 元/吨，晋城承兑报价 1650 元/吨 ；临汾现汇出货在 1600-1610 元/吨左右， 长治出货

在 1630-1640 元/吨。

华中地区

河南地区：本月，河南地区甲醇市场大幅上涨，截止月末，当地甲醇企业报价在 1800 元/吨，

主流出货在 1650-1680 元/吨；洛阳贸易商主流报价在 1700-1760 元/吨左右。

两湖地区：本月，两湖地区甲醇市场上涨，截止月末，湖北地区主流商谈在 1820-1950 元/吨，

湖南地区主流商谈在 1920-2020 元/吨。

东北地区

本月，东北地区甲醇市场上涨，截止本月末，黑龙江煤制及焦炉气制甲醇企业出厂报价

在 1950-2450 元/吨左右，主要贸易商对辽宁送到报价在 2000-2050 元/吨。

西北地区

本月，西北地区甲醇市场大幅上涨。截止月末，陕西关中主要企业出厂价格在 1550-1610

元/吨；内蒙古北线企业出厂价格在 1550-1580 元/吨，内蒙古南线企业出厂价格在 1550 元/吨。

西南地区

本月，西南地区甲醇市场上涨，截止月底，主要企业对当地出厂报价在 1850-2000 元/

吨，川渝地区主要商家含税接货在 1800-1830 元/吨左右。

四、本月港口库存情况

截止 2月 29 日华南沿海（广东福建）总体库存在 10 万吨左右，较上月末减少 1.5 万吨左右，

其中广东 8万吨，较上月末减少 1吨；华东沿海（江苏、宁波）总体库存在 50 万吨左右，较上月末

减少 3万吨，其中江苏 32 万吨左右，较上月末减少 3 万吨，浙江 18 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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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月末基本持平。

五、甲醇期货走势分析

2 月，甲醇期货上涨。截止月末，MA1605 合约开盘价 1775 元/吨，较上月末涨 22 元/吨，最高

1795 元/吨，较上月末涨 28 元/吨，最低价位 1761 元/吨，较上月末涨 18 元/吨，收盘于 1775

元/吨，较上月末涨 24 元/吨，合约成交量为 1296230 手，持仓量为 539296 手

六、近期国内部分甲醇企业装置停开工情况

地区 公司名称 产能（万吨/年） 计划内/外检修 停车时间

内蒙古

内蒙古博源 135 计划内 1#40 万吨/年

16.1.18 重吭，兵

余 14.10.10 起至

世林 30 计划内 11 月 20 至今

易高三维 30 计划内 8月 6日起至今

青海

青海格尔木 30 计划内 12 月 15 日起检修

青海中浩 60 计划内 11 月 5 日起至今



买卖甲醇就上甲醇网

7

甲醇上下游产品动态

甘肃 兰州蓝星 20 计划内 14 年 9 月 1 日起至今

重庆

重庆建滔 45 计划内 14 年 7 月 25 日起至未定

重庆卡贝乐 85 计划内 12 月 30 日起至未

定

四川

泸天化 44.5 计划内 14 年 9 月 1 日起至未定

达州钢铁 50 计划外 8月 11 起至未定

玖源化工 50 计划内 8月 25 日起至今

陕西

榆天化 51 计划内 14 年 7 月起检修至今

咸阳石油化工 10 计划内 14 年 11 月 24 日 5 月上旬

陕煤化长武 20 计划外 12 月 28 日至未定

黑龙江

大庆油田 20 计划内 10 月 20 起至未定

建龙钢铁 10 计划内 12 月 2 日起至未定

山西

大土河焦化 20 计划外 7.13 日起至未定

建滔万鑫达 1#10 计划内 11 月 29 日起至今

山西焦化 2#20 计划内 12 月 6 日至未定

河南 中新化工 25 计划外 14 年 9 月 10 起至未定

豫北化工 45 计划内 12 月 7 日至未定

贵州 毕节东华新能源 22 计划外 14 年 1.12 至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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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上下游产品动态

一、上游原料市场行情简述

动力煤：本月，国内动力煤市场分化现象较为明显。节前，坑口地区停产放假，导致供应偏

弱，加之下游需求开始走弱，两弱的情况下，坑口价格暂时没有调整。而港口方面，大中小型贸易

商提前退市，坑口提前放假使得大型煤企外采煤供应偏紧，大型煤企联合调涨二月份下水煤价格，

现货涨幅在 15 元/吨，长协涨幅在 10 元/吨。节后，坑口复工缓慢，内蒙煤企复工积极性受天气影

响，滞后三天左右，但基本都于正月十五附近开工，价格多维持节前报价，陕西地区地方因受神木

矿难后续影响，目前开工的寥寥无几，多于三月份开工，市场交投气氛一般，煤企多处于观望阶

段。港口向好趋势明显，北方港库存维持低库存运行，下游日耗将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加之大型

煤企还将有意拉涨价格，市场煤价格上行的支撑尤为明显。

无烟煤：本月国内无烟煤市场基本没有调整，过节行情影响较大。无烟煤企业今年放假明显提

前，放假时间也更长，春节前期市场基本维持供需双淡的局面，但是一些下游用户已经出现备货不

足，煤企提前放假导致抢运的情况。年前煤企进展较慢，而下游化工市场行情却提前启动，甲醇等

产品价格持续上行，导致市场货源紧张，煤企销售情况良好。虽然月底下游行情略有转弱，煤企产

能也在恢复，但是供应仍显紧张。但在价格方面，由于年前价格略有滞跌，下游化工行业成本压力

较大，市场良好的预期还多停留在预期阶段，所以价格上波动不大，多持观望态度。

二、下游产品市场行情简述

甲醛：二月份国内甲醛市场窄幅震荡运行，截止本月末，山东地区主流：830-850 元/吨，较上

月上涨 2.38%； 河北地区 850-900 元/吨，较上月上涨 2.94%；华东地区：1000-1200 元/吨，较

上月下跌 3.08%；华南地区 940-1000 元/吨，较上月上涨 0.51%，二月正值农历新年假期，年前

甲醛市场开工降至最低点，下游板材市场近乎全线停车，部分业者提前离市，年前多以消耗库存为

主，年后各甲醛厂家开工率有所恢复，但场内整体操作积极性仍不高，目前场内整体开工率 21%左

右，部分厂家虽已上班，但装置仍停车，上游原料甲醇走高，成本面利好支撑之下，场内重心上

行，然下游需求疲软支撑，仍无明显起色，下游市场开工低位，对甲醛需求欠佳，新单成交听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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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厂家出货情况一般，预计短线国内甲醛市场窄幅整理为主，建议密切观望成本面走势。

醋酸：2 月份国内醋酸市场清淡整理。上半月适逢春节长假，假期前用户和贸易商多已完成备

货，业者离场观望，而假期期间市场更是交投冷清，在无实质成交的背景下，市场价格调整意义不

大。而下半月，随着假期结束，业者陆续归市，市场交投逐步恢复。假期期间，除河南顺达装置停

车外，国内其余主要醋酸装置多维持正常开工或者负荷稍降，行业整体开工率仍维持在 7 成左

右。但在此期间，主要下游停车放假或者开工降负明显，加之用户节前备货消化库存，加之假期期

间高速公路运输受限等影响，醋酸工厂库存增加较快，节后开盘初期社会整体供应压力明显。但因

主要下游负荷正在提升，且元宵节后小型工厂也会陆续恢复开工，刚需量处于增加的趋势，尤为重

要的是节后原料甲醇保持坚挺向上的走势，醋酸工厂成本压力进一步增加，因此醋酸工厂联合挺

价，低价惜售，市场商谈重心缓步走高。但价格走高并未刺激下游用户买关，市场成交氛围一般。

且供需基本面一般，多数业者心态理性。截止本月末，华东地区主流：1780-2000 元/吨，兵中江

苏 1780-1850 元/吨，浙江 1980-2000 元/吨；华北地区：1650-1700 元/吨送到；华南地区：1930-

1980 元/吨，部分货源可送到。

DMF：2月份，国内 DMF 市场延续涨势。春节前下游陆续停车放假，需求量萎缩，市场商谈趋

稳。节后由于部分 DMF 厂家停车检修，加之节前工厂多维持低库存运行，因此生产量减少导致局部市

面供应不算充裕。元宵节前后，随着下游工厂陆续正常开工，部分存一定补货需求，供应不算充裕情

况下，部分 DMF 厂家小幅提升报价，较上月底涨幅约 100 元/吨，贸易商报盘跟随上涨，但下游整体

买气偏淡，成交跟进一般。临近月底，安阳九天和章丘日月恢复正常生产，后续供应量预期增多，业

者心态谨慎，多观望 3月下游传统旺季需求恢复情况，预计短线国内 DMF 市场暂稳运行为主。截止月

底，山东市场主流商谈在 4050-4100 元/吨承兑送到，江苏市场主流商谈在 4250-4300 元/吨承兑送

到，广东市场主流商谈在 4450-4500 元/吨承兑送到。

MTBE：2016 年 2 月，国内 MTBE 市场震荡向上运行，较上月相比涨幅在 8.54%。本月上旬迎来

中国农历新年，在春节前期，运输车队逐渐放假，厂家装置开工负荷降至低位，实际成交相对有

限，主流成交维持在低位徘徊，春节期间厂家以供应合约用户为主。春节假期归来，运力恢复缓

慢，加之节日期间厂家库存有一定积累，节后归来厂家出货为先。随着假期的结束，市场人士逐渐

归市，补库需求带动下市场成交趋于活跃，加之国际原油涨价，MTBE 厂家推涨意向浓厚。原料碳四

价格相对较高，成本支撑动力相对充裕，厂家让利意向有限。下旬，东营神驰等大型工厂装置停工

检修，资源供应量的减少对市场人士心态形成利好支撑，厂家让利意愿不浓，持续挺价出货，但自

从设置 40 美元/桶地板价后，业者大单操作亦是谨慎，按需操作为主流，市场逐渐回归供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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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整体来讲，本月国内 MTBE 市场稳中向上运行，成交气氛较上月好转。

二甲醚：本月除春节前出现一波集中补货期，二甲醚价格大幅上涨外，其余时间二甲醚呈现明

显的下行趋势。由于甲醇价格的坚挺以及市场需求量的低迷，二甲醚企业亏损幅度不断增大，价格

不断触底。本月河北地区跌幅在 50 元/吨以内，山东地区由于高位厂家停车原因，跌幅在 150 元/

吨左右，河南、沿江、西北地区跌幅在 20-100 元/吨，区域性走势不一。本月市场开工率继续走

低，整体在 5.72%，较上月下跌 1.41%。下月甲醇价格有望整体下滑，而二甲醚市场需求量仍无改

善预期，市场开工率或保持低位。故二甲醚价位恐整体低于本月。

下游产品运行情况

后市预测

一、影响甲醇市场的主要因素分析

1.宏观方面

本月国内有机化工市场整体持续回暖，部分产品有春季集中集中检修预期，下游企业开工恢

复情况好于预期，对原料需求多有增加，建仓意愿持续增加，本月整体呈现量价温和上升趋势，市

场呈现“小阳春”局面。本月宏观面有关化工行业的政策密集，产能过剩其体措施加紧实施，国企

产品名称 上周末开
工率

本周末开

工率

涨/跌幅
（%）

上周末价
格(元/吨)

本周末价
格(元/吨)

涨/跌幅
(元/吨)

甲醇 48% 50% +2% 1810 1865 +55

甲醛 26% 21% -7% 1135 1100 -35

二甲醚 7.13% 5.72% -1.41% 2510 2450 -60

醋酸 66.54% 75% +8.64% 1750 1780 +30

MTBE 52% 55% +3% 4100 4450 +350

DMF 38% 48% +10% 4200 43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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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混改路线逐渐明晰。本月国际金融、大宗商品市场同样温和向好，欧美股市反弹，而国际原油

有震荡上扬表现。后市，预计国内化工品市场进入 3 月后整体温和态势延续，原油等大宗商品走势

依然反复，但整体来看，市场呈现阶段性底部震荡特征，随着气温回升，预计下游及终端行业市场

需求缓慢回升，中上游原料产品整体供应水平偏低，市场消耗预计继续缓慢增加。但另一方面，内

需及全球经济疲弱的大环境下，有效需求难有持续放大，因此回暖局面难有持续。

2.供应方面

本月，兖矿荣信 90 万吨/年及山东明水 35 万吨/年甲醇装置停车后逐步恢复，重庆博贝乐

85 万吨/年装置重启，陕西长青 60 万吨/年装置停车后重启，陕西焦化 20 万吨/年装置停车检修，陕

煤化清洁能源 60 万吨装置检修，个别装置仅为月内意外临时检修，短暂重启，整体影响不大。

3.进口供应方面

本月甲醇到港减少，下游接货一般，2月中国甲醇进口量偏少，在 48-50 万吨左右，部分 2月船

期推迟至 3 月。

4.需求方面

2 月，甲醛开工下降 5 个百分点至 21%；二甲醚开工下降 2个百分点在 5%左右，醋酸企业

开工上涨 9 个百分点至 75%；MTBE 开工大幅上涨 3个百分点至 55%，DMF 开工上涨 10 个百分点

至 48%。甲醛、二甲醚企业开工低迷，其他传统下游略有回升，国内甲醇新关下游需求尚可。

5.心态方面

2 月，国际原油及甲醇期货震荡运行，业者操作心态谨慎，西北地区供应紧张，价格不断拉涨，

部分业者心态积极。

二、甲醇市场后市展望

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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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夏、陕西等烯烃企业将继续外采；

2、传统下游企业开工逐步恢复；

3、春季多数甲醇装置或逐步例行检修，听闻，陕西、内蒙等西北地区计划检修装置较多；

4、陕西、内蒙古等西北甲醇企业库存低位。

利空

1、内蒙古荣信 90 万吨/年、山东明水 35 万吨/年甲醇装置下周或逐步恢复正常；

2、听闻，部分煤制烯烃装置计划检修；

3、听闻，3月不少进口货或抵港；

4、华东烯烃装置有检修计划；

5、原油及甲醇期货盘面有待继续跟踪。

三、甲醇后期操作建议

3-4 月多为部分企业春季甲醇装置检修期，市场供应量减少，而蒙大煤制烯烃装置预期 3月

投产，届时市场需求份额将有所增加，在此影响下 3 月市场上涨可能性较大。后期国内传统下游若

有所恢复，国内部分地区甲醇市场戒坚挺为主，反之则弱势运行。3 月初进口货或逐步抵港，若当

地下游无明显改善，港口市场或弱势下滑。另外，甲醇期货、原油的不确定性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

甲醇走势。3月甲醇市场整体涨跌互现，局部区域性走势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