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凛冬过后，沥青或能高看一眼 
——金信期货 2022年沥青年度报告 

内容提要    

成本端，明年全球原油供需将从供不应求转为弱平衡状态，预计 2021 年四季度末

-2022年一季度初全球原油将逐渐进入累库状态，预计明年原油价格重心有所下移。供应

端，明年关注 OPEC+增产态度、伊朗原油的回归以及美国持续增加的原油产量或成为原油

市场关注的焦点。需求端除了要关注国内外疫情的反复以外，美联储的货币收紧政策和成

品油需求的见顶回落等因素或导致原油需求的承压。 

供需端，2021 年沥青高库存低利润背景下今年沥青装置开工率始终维持低位水平，

沥青产量同比大幅回落。从新增产能来看，明年国内常减压装置投产仍偏多。需求端来看，

全年需求表现整体偏弱，一方面由于今年天气和疫情的影响导致沥青需求端呈现旺季不旺，

另一方面专项债投资相对滞后也对沥青需求形成压制。明年来看，基建作为跨周期调节工

具预计将继续发挥托底作用，明年专项债发行节奏或前置，道路需求相对今年将有所改善。 

综合来看，明年原油价格预期向下，成本端下移回对沥青价格形成压制。但明年稀释

沥青消费税影响逐渐体现，且基建投资预期向好对沥青需求有所带动；此外今年四季度国

内赶工潮的作用下沥青库存大幅去化，当前库存已处于健康水平，库存压力明显缓解。明

年沥青价格参考区间 2700-3800，策略上建议做多沥青利润，多 BU空 SC，或多 BU空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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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供需平衡表预测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产量 2519 2801 3260 3062 3160 

进口 460 428 476 352 380 

出口 77 64 57 55 65 

消费量 2906 3163 3641 3300 3498 

库存增量 -4 +2 +38 +59 -23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二、原油：供不应求向弱平衡过渡 

1、2021年原油价格回顾 

图 1 2021年美原油期货连续合约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2021年国际原油价格重心上移为主：第一季度，沙特额外再度减产 100 万桶/日，叠加

美国德州寒潮来袭，电力供应不足影响原油生产，供应收缩预期下原油价格震荡上行；第二

季度，海外疫情再度来袭、疫苗的副作用，叠加 4 月初 OPEC+召开部长级会议，决定 5 月份

开始逐步放松减产政策，但随着欧洲疫苗接种率提升，欧洲经济逐渐恢复，对原油需求提供

支撑，原油价格震荡上行；第三季度，尽管海外经济复苏背景下原油需求回升，但海外变异

病毒扩散，且在商谈下半年减产政策的过程中，部分产油国要求增产，导致沙特等众多产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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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调整减产基准，油价冲高回落；第四季度，海外能源危机持续发酵，全球多地天然气和煤

炭价格大幅上涨，原油替代需求回升背景下原油价格持续冲高。但随后美国联合多国释放原

油储备、伊朗核谈判推进以及新型变异病毒的影响，原油价格高位回落。 

2、供需偏紧向弱平衡过渡 

根据 IEA12月报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原油市场维持在供小于求的状态，自 2020年 Q2

以来，随着海外经济的复苏以及 OPEC+谨慎增产态度，全球原油需求曲线始终保持在供应曲

线得上方，这推动原油价格的上行。但根据报告预期来看，随着海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放

缓以及供应端的继续回升，2021 年 Q4-2022 年 Q1 全球原油将从供小于求转变为供大于求，

且明年全年维持小幅去库的状态。 

图 2 EIA12月份月报全球原油需求预估 

 

数据来源：eia,优财研究院 

供应端，明年关注 OPEC+增产态度、伊朗原油的回归以及美国持续增加的原油产量或成

为原油市场关注的焦点。需求端除了要关注国内外疫情的反复以外，美联储的货币收紧政策

和成品油需求的见顶回落等因素或导致原油需求的承压。 

 

三、供应同比回落，明年新增巨量  

1、 产量同比大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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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年沥青产能大幅释放，但产量同比却大幅回落。2021 年 1-10 月国内沥青国内沥

青产量 2562万吨，跟去年同期 2690万吨相比减少 128万吨，一方面由于今年大多数时间焦

化利润大幅好于沥青装置利润，沥青利润偏低背景下导致沥青生产积极性较低，年内多有常

减压装置转产焦化料；另一方面，今年降雨偏多和国内疫情的影响，沥青旺季并未出现较好

的需求表现，导致沥青全年大部分时间始终处于天量库存的状态。在高库存低利润弱需求的

背景下，沥青供应端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图 3 中国沥青月度产量（万吨） 图 4 中国沥青装置开工率（%）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从今年产量细分数据来看，山东及华东地区沥青产量占比较大，其他地区的产量占比格

局为明显变化。从国内过去四年沥青的产量分布数据来看，国内各地区沥青的产量均呈现上

行趋势，其中山东和华北地区的沥青产量占比持续上升。明年需要关注稀释沥青消费税持续

影响下对于山东地炼的影响。 

图 5 2021年国内沥青月度产量细分（千吨） 图 6 过去四年国内沥青产量分布（万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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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产能方面，2021年国内沥青装置投放相对较多，以小装置为主且投放时间集中在上

半年，年内共计投放 415 万吨。明年国内预计有四套合计 1680 万吨常减压装置投放，其中

包括中海油营口 600 万吨装置、河北鑫海 800 万吨装置、盘锦益久 150 万吨和广东石化 130

万吨装置，同比今年大幅增加，明年新增装置动态将对炼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表 1 2021年国内沥青产能投放装置 

企业名称 地区 归属集团 加工工艺 沥青产能/年 投产时间 

东方华龙 山东 地炼 常减压 100 万吨 2021 年 1 月 

天津石化 天津 地炼 常减压 30 万吨 2021 年 2 月 

盘锦龙宇 辽宁 地炼 常减压 60 万吨 2021 年 3 月 

凯意石化 河北 地炼 常减压 180 万吨 2021 年 3 月 

四川石化 四川 地炼 常减压 15 万吨 2021 年 7 月 

华北石化 河北 地炼 常减压 30 万吨 2021 年 7 月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表 2 2022年国内常减压装置投放计划 

企业名称 地区 归属集团 加工工艺 产能 计划投产时间 

中海油营口 辽宁 中海油 常减压 600 万吨 2022 年 

盘锦益久 辽宁 地炼 常减压 150 万吨 2022 年 

河北鑫海 河北 地炼 常减压 800 万吨 2022 年 

广东石化 广东 中石油 沥青调和 130 万吨 2022 年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2、 进口维持近四年低位水平，进口利润始终维持低位 

2021 年 1-10 月国内沥青进口量 282.68万吨，相对 2020 年 1-10 月进口量 407.75万吨

减少 125.07 万吨，一方面由于国内沥青库存全年大部分时间维持高位水平，另一方面需求

端表现一般也对进口量有所压制。其中从进口分布来看，韩国进口量依旧占比最高。 

图 7 沥青进口量季节性（千吨） 图 8 沥青出口量季节性（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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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图 9 2021年国内沥青进口分布（万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从韩国 70#重交沥青-华东沥青价差、新加坡 70#沥青-华东沥青的价差数据来看，今年

价差基本维持在零轴下方，进口沥青沥青维持在负水平。 

图 10 韩国 70#沥青-华东沥青（元/吨） 图 11 新加坡 70#沥青-华东沥青（元/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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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稀释沥青的影响明年将持续体现 

2021 年 6 月 12 日起，对稀释沥青视同石脑油或燃料油征收进口环节消费税。稀释沥青

消费税落地前国内大量进口稀释沥青，2021年 1-6月国内稀释沥青进口量 1557.25万吨，与

去年全年稀释沥青进口量 1640.11万吨基本相当，导致今年稀释沥青消费税的影响基本抵消。

当前加工稀释沥青炼厂的有效产能 2481 万吨中，1661 万吨有原油进口配额，其余 820 万吨

没有原油进口配额，对于这一部分产能或将面临原料紧缺或成本抬升的问题。 

图 12 稀释沥青进口量（万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四、 需求大幅回落，明年预期改善 

1、 需求同比大幅回落 

2021年 1-10月国内沥青消费量 2883.48千吨，同比去年同期 3055.19千吨缩减 171.71

千吨。从沥青需求季节性来看，今年由于国内持续的降雨影响以及国内疫情的影响，二三季

度国内沥青消费旺季并未出现，消费量同比大幅回落；四季度后，由于国内高工潮的影响，

东北、华东和西南等地区工程扫尾带动沥青消费大幅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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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沥青年度消费量（万吨） 图 14 沥青消费量季节性（千吨） 

年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从需求分布数据来看，预计 2021 年中国道路建设方向沥青需求总量在 2460.03 万吨，

同比减少 8.71%，道路建设方向沥青需求占国内沥青需求 74%，同比不变。预计焦化、船燃

方向沥青需求 132.97万吨，同比减少 54.35%。预计建筑、防水材料方向沥青需求 731.36万

吨，同比增长 11.55%，主要增量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房地产行业景气度下降需求明显下挫。 

图 15 沥青需求分布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2、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旺季同比偏低 

2021 年 1―10 月，国内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两年平均

增长 5.5%。其中，完成公路投资 2.1万亿元，同比增长 5.0%；完成水运投资 1183亿元，同

比增长 14.0%。2021 年专项债发行节奏后置，新增专项债在上半年发行进度缓慢，自 10 月

份以来专项债发行节奏加快，在此背景下二三季度国内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步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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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沥青需求旺季不旺，下游消费表现显著弱于 2020 年。沥青混凝土摊铺机销量季节性波

动为主。 

图 16 中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季节性 图 17 中国沥青混凝土摊铺机销量季节性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今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首年，道路建设项目处于新的筹划周期当周，导致今年沥青

道路需求表现一般。2021 年，我国新增地方专项债规模为 3.65 万亿元。截至 12 月 15 日，

地方已经发行专项债 3.42万亿元，全年发行工作基本完成，2022年专项债支持的重点方向，

主要体现在三个聚焦：聚焦短板领域，聚焦重点方向和聚焦重点项目，且明年专项债券重点

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首的 9个大方向。同时基建作为跨周期调节工具预计将继续发挥托

底作用，明年专项债发行节奏或前置，道路需求相对今年将有所改善。 

 

五、天量库存去化，全年利润处于低位 

1、天量库存去化，当前处于健康水平 

今年以来，由于国内持续降雨、疫情以及专项债投放的问题，导致沥青全年需求表现一

般，甚至出现旺季不旺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全年大部分时间国内沥青库存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但由于全年沥青维持地开工率以及四季度以后国内部分地区的赶工潮的带动，沥青库存出现

明显去化，当前库存相对角为健康，后续关注冬储需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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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中国沥青社会库存（万吨） 图 19 中国沥青厂库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2、 焦化利润持续好于沥青利润 

2021年由于沥青高库存弱需求的背景下，国内沥青装置利润持续弱于国内延迟焦化利润，

在此背景下国内多有常减压装置转产焦化料，导致了今年沥青装置的开工率维持在降低的水

平。明年沥青需求预期改善，预计沥青装置利润有所改善，关注多沥青利润空焦化利润的套

利。 

图 20 沥青综合生产日度装置成本毛利 图 21延迟焦化装置日度成本毛利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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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2年价格展望及年度策略 

成本端，明年全球原油供需将从供不应求转为弱平衡状态，预计 2021年四季度末-2022

年一季度初全球原油将逐渐进入累库状态，预计明年原油价格重心有所下移。供应端，明年

关注 OPEC+增产态度、伊朗原油的回归以及美国持续增加的原油产量或成为原油市场关注的

焦点。需求端除了要关注国内外疫情的反复以外，美联储的货币收紧政策和成品油需求的见

顶回落等因素或导致原油需求的承压。 

供需端，2021年沥青高库存低利润背景下今年沥青装置开工率始终维持低位水平，沥青

产量同比大幅回落。从新增产能来看，明年国内常减压装置投产仍偏多。需求端来看，全年

需求表现整体偏弱，一方面由于今年天气和疫情的影响导致沥青需求端呈现旺季不旺，另一

方面专项债投资相对滞后也对沥青需求形成压制。明年来看，基建作为跨周期调节工具预计

将继续发挥托底作用，明年专项债发行节奏或前置，道路需求相对今年将有所改善。 

综合来看，明年原油价格预期向下，成本端下移回对沥青价格形成压制。但明年稀释沥

青消费税影响逐渐体现，且基建投资预期向好对沥青需求有所带动；此外今年四季度国内赶

工潮的作用下沥青库存大幅去化，当前库存已处于健康水平，库存压力明显缓解。明年沥青

价格参考区间 2700-3800，策略上建议做多沥青利润，多 BU空 SC，或多 BU空 FU。 

 

七、风险提示 

1、海外疫情失控；  

2、原油供应超预期释放； 

3、沥青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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