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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然橡胶：沪胶本周出现了大起大落的行情，整体市场消息面变化与市

场关注的重点在短时剧烈波动下切换，周五夜盘甚至出现了冲高后大幅回调的

行情，多空的分歧较大。宏观市场来看，股市在消化贸易摩擦恶化的利空后尝

试反弹，但仍遇阻再次回落，原油供应偏紧仍在高位，美方在加征关税后，中

美双方的谈判预期较为严峻，姆努钦访华前并不会有关税政策的变化，近期更

多的是舆论与部分商业上的短期摩擦。4 月份我国经济数据较预期稳中偏弱，

整体宏观市场压力仍较大。泰国方面，南部产区天气较好产量会逐渐释放，北

部干旱较为严重需持续关注天气的变化，目前胶水价格仍在 50泰铢以上，利

润对于胶农而言较为客观，开割意愿会较强。国内方面，云南干旱影响较为严

重，部分地区停割在 90%以上，加工厂也采取限电，降水恢复前原材料供应十

分紧张，部分企业也在前期提前采购推高了现货价格，目前成交偏淡。海南天

气尚可，产量暂无明显影响，原材料价格高企加工厂亏损。供给端整体来看，

5月底降水预计会缓解目前的情况，随着主产国逐步进入高产期，6月份以后

供给放量会给天胶带来下行的压力。下游方面，开工率本周有所回升，下游重

卡市场短期有所走弱，但长期看国六出台后会有所回暖，而下游出口受到贸易

摩擦与海外工厂出口增加的挤压环境进一步恶化，整体需求端暂无明显亮点。

本周沪胶在供应端天气炒作下一度突破 12400 高位，但实际的库存仍在高位，

下周开始有部分降水缓解产区干旱，且目前天胶升水合成胶较高，替代效应增

强，多头并不敢持仓过周末，尾盘出现大幅减仓回调的情况。短期现货端仍有

一定的支撑，但整体宏观压力仍偏大，如产区天气转好则可能带来进一步下行

的行情。操作上，持续关注产区天气变化，短期以反弹高位轻仓短空为主，中

长期仍维持偏空思路。期权方面由于 9月合约到期时间较长，时间价值较高，

仍推荐采取卖出上方深度虚值看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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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多空分歧，大幅冲高回落 

本周市场消息与热点转换频繁，沪胶主力受多空多方消息影响在一度下行至 11500

附近后大幅拉升，周五夜盘上行突破 12400 高位后又大幅回调至 12020。国内 A 股本周

企稳略有回升但周五再次出现了大幅下行的态势，美股相对回调更为明显，原油受供给

端影响仍在高位震荡，整体宏观市场的压力有所回升。现货较为坚挺，但经过前期补货

后成交逐渐偏淡，云南产区仍未有降水，部分地区超过 90%的停割使得供给十分紧张。

泰国方面，胶水价格略有回落但仍在高位，目前仍在 50.5泰铢/千克，胶农有较高的割

胶意愿。2005 合约上市，仅升水 01合约 200，暂无明显的套利机会，09合约上周收盘

价位 11775，本周五下午收于 12205，全周振幅 6.73%，振幅扩大,成交放量明显。9-1

价差在一度收窄至-900 左右后逐渐走阔至-1000，沪胶多空双方将再度在 12000 附近对

峙。国内现货较为强势，周五上海现货市场报价：云南 17年国营全乳胶含 9%税报 1170

0-11800元/吨，标二含 9%税报价 11600 元/吨，泰国 3#烟片含 13税报 13500 元/吨，越

南 3L含 13税报价 12200 元/吨。 

上游方面，混合胶报关检验时间为 7-15个工作日，在政策变化后第一批报关的混

合胶结果即将公布，预计除 3L外，其他混合胶受到影响不大。越南 3L胶仍未有报关者，

但据了解，越南工厂已经开始尝试更改工艺来适应目前的报关政策，相信远期对于进口

并不会有巨大的持续影响。短期进口量下滑，集中到港可能在 6月底，7月初。国内云

南产区持续干旱与病虫害影响使得短期国内原材料供给较为紧张，加工厂也有限电的情

况。海南产区未受干旱影响，但原料胶水收购价格已达 12.8元/千克，加工厂是亏损的。

23日左右可能有降水缓解干旱改善供给需要持续关注。 

保税区库存据了解目前在 17万吨左右，山东区内外库存仍处于高位，仓库较满，

去库存态势不明显。山东区外库存本期继续小幅回升，合计较 10 日回升 1400 吨左右，

虽然目前国内市场供给偏紧，5月份合约交割时持仓量较去年明显偏高，部分企业可能

选择交割。期货库存较前期无明显变化，目前仍在 42 万吨左右，与历史同期接近，总

体库存仍处在高位。 

合成胶方面，丁二烯仍在低位，原油的强势无法拉动被动增产的丁二烯。中石化华

北丁二烯现货报价仍在 8100，华东华南报价也在 8100 左右，报价持续在低位。合成胶

报价主要以成本端决定，并未随天胶大幅回升，中石化华北顺丁橡胶报价仍在 11200，

较上期无变化，中石油华北报价也在 11200，目前天胶进一步升水合成胶，替代效放大

制约天胶反弹，短期合成胶价格难有大幅的反弹，这也是天胶在目前炒作行情下难有持

续大涨的原因之一。 

下游方面，现货经过一轮采购囤货，目前成交偏淡，本周下游轮胎工厂开工率有所

回升，全钢胎开工率在 75.29%，半钢胎开工率在 71.61%。重卡市场预计在国六正式实

施前较为平淡，维持稳中略降的态势，但目前小部分国六车订单较为可观，7月份以后

下游市场仍可以期待。美国方面增加关税后涵盖了下游大部分出口的橡胶制品，整体出

口环境方面仍较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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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数据统计 

 

 

 

 

  

最新价 周涨跌 涨跌幅 周成交 持仓量

13,185.00 345.0000 2.89 171,256.00 75,898.00

13,375.00 185.0000 1.38 5,526.00 2,774.00

12,205.00 380.0000 3.30 2,548,544.00 419,026.00

价格 涨跌 基差

11,750.00 300.00 1,625.00

13,500.00 300.00 -125.00

12,200.00 400.00 1,175.00

12,150.00 450.00 1,225.00

价差 变化 基差

-190.00 -12,960.00

1,170.00 12,945.00

980.00 -15.00

增减

1220

越南3L(SVR3L)上海 走强

盘面数据

沪胶

1月

5月

9月

现货数据 变化

云南SCRWF 走弱

RSS3上海 走弱

混合胶 走强

价差数据 重点关注

沪胶

1月5月

5月9月

9月1月 ☆

仓单数据 仓单

沪胶仓单 42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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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基差变化                                          区外库存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上期所天胶库存数据 天然橡胶成交持仓对比 

  

  数据来源：Wind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合计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中远海运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外运华中胶州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奥润特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青港物流胶州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青岛宏桥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中远海运黄岛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外运山东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外运山东黄岛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青岛832 库存小计:天然橡胶:山东:青岛国际物流

16-04-30 16-07-31 16-10-31 17-01-31 17-04-30 17-07-31 17-10-31 18-01-31 18-04-30 18-07-31 18-10-31 19-01-31 19-04-3016-04-30

0 0

30000 30000

60000 60000

90000 90000

120000 120000

150000 150000

180000 180000

210000 210000

240000 240000

270000 270000吨 吨吨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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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ANRPC部分成员国产量 ANRPC部分成员国消费量 

  

轮胎开工率 现货市场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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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泰国原材料价格情况 重卡销量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Qinrex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南华研究 

物流业景气指数   套利监控：2001-1909合约价差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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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期货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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