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2011】1457 号

橡胶停割与高库存对冲，胶价反弹受限

核心观点：

 本周沪胶在多方多次试探未果后转为跌势，再次下探万四关口，

周内最高触及 14500 元/吨一线，反弹再现乏力，持仓反复成交

量持续低迷，对于泰国政策市场反应逐渐递减，截至上周五收

盘，沪胶主力 1805 合约收与 14065 元/吨，下跌-0.95%。

 下游方面，本周受到样本内个别企业检修复工以及去年同期轮

企进入春节停产阶段的影响，山东全钢胎开工率 68.2%，环比

+0.09%，同比+3.2%。国内半钢胎开工率为 70.47%，环比-0.42

个%，同比+4.42%。全钢受到出口及春节假期库存储备的支撑短

期开工不会有较大变动，半钢受到三大市场较好及春节备库需

求的支撑，开工短期将会维持目前水平，价格方面受到原料成

本抬升的压力，山东部分地区已经上调，预计个别外资品牌也

将陆续提价。

 截至 2018 年 1 月中旬，青岛保税区库存增加至 24.62 万吨，较

1月初增加 1.06 万吨，增幅 4.5%，较上期增幅缩小。增长主要

来自天然胶与合成胶库存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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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趋势建议

 注：趋势是指未来一周以上的价格判断；

 现货基本面：现货人民币市场整体跟随沪胶走势涨后下跌，价格较上周四收盘整体

上调 100-300 元/吨。周内在泰国政府限制出口等措施影响下，加上东南亚产区提前停割

因素带来的供应紧张预期，市场情绪逐渐好转，沪胶反弹上攻，现货价格随之上涨明显。

但由于需求没有明显好转，而又面临国内库存高企压力，加上受大宗商品集体下挫影响，

沪胶涨势难以持续转而下跌，现货市场由于买盘积极性欠佳进而跟跌，周内成交市场整

体成交一般。

 行情预测：目前市场博弈主要集中在供应端，一方面东南亚主产区陆续进入停割期，

另一方面泰国的消减出口及提振胶价政策，天气方面，大多数机构预测拉尼娜会从今年

冬季持续到春末夏初，降水低温将会导致泰国部分产区提前两周停割，此外 1 月底越南

产区停割，都对市场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从目前国内的进口量大和庞大的库存压力基

本对冲掉季节性停割的利好，胶价难以持续反弹，随之而来的是库容紧张问题，影响套

利盘在期货空单上的加仓头寸，导致做空力度不强，流动资金做多压力也很大，从而使

得价格在万四关口胶着前行，目前市场流动性滞缓，贸易库存的堰塞湖在春节前预计难

以缓解，市场期待的下游备库需求暂时也没有启动，在无心的刺激因素之下，预计市场

仍以震荡整体态势运行，目前 14000 点位胶价支撑位，14500 点承压，操作建

议:14000-14500 点之间轻仓高抛低吸。

2、数据与图表

品种 方向 收盘价格 趋势开始时

期

当前技术价位

支撑 阻力

RU1805 震荡 14065 2017/9/29 14000 14500

RU1809 震荡 14295 2017/9/29 14200 14800

日胶-06 震荡 209.8 2017/9/29 206 218

新加坡

TSR20-05

震荡 155 2017/9/29 15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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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制造业 & 服务业双双带动下，12月中国财新综合 PMI创一年来来新高 53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 M0 & CPI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3 PPI & 产成品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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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ANRPC产量增速大于消费增速，预计 2018年依旧维持此趋势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5 受检修结束及春节前备货需求，全钢开工同环比走高，半钢开工同比走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6 乘用车销量增速受购置税减免政策到期影响，预计后期增速将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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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查超限载政策刺激作用逐渐消退，预计后期商用车（重卡）销量增速也将延续下滑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8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 11月开始出现下滑，受 18年购置税减免政策支撑后期增速有望抬升

数据来源： 卓创资讯 大陆期货

图表 9 公路货物周转量临近春节，在替换市场将会出现季节性抑制轮胎需求，从而抑制橡胶需求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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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地产基建投资完成额增速呈现下滑，预计今年将会延续下滑趋势，从终端抑制橡胶需求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1 1月中旬保税区库存 24.62万吨，较月初+4.5%，增速小于上期的 7%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2 上期所库存高位继续攀升，始终压制胶价反弹（库存：405040吨、仓单：344090吨）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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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期货高升水现货 1865元，高升水也将进一步压制沪胶价格反弹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4 烟片对主力低升水扩大，短期将继续维持低升水区间，套利窗口或难打开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5 行情分析

数据来源： 文华财经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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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电话：021-54071958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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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并不能完全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

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

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切买卖风险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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