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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塑料/PP/天胶市场综述 

塑料： 

本月塑料进入检修季，新增产能投放力度有限，加之进口货源受国内外价

差倒挂影响，进口量整体偏低。但受环保影响，加之地膜生产进入尾声，5月份

开工率将骤降。而且棚膜需求要到 9 月份才能开启，因此原料的消化能力将会

减弱。因此综合基本面来看，5 月份市场将延续弱势震荡，幅度上升有限。因此

未入场者关注 9000区压力的有效性，不破可轻仓试空，上破止损。前期在 9500 

区轻仓试空的空单，8500 一线减持后其余部分建议止盈离场。 

PP：  

本月从成本面来看，由于市场价格的走低，使得国内企业利润继续收窄，

市场整体气氛普遍偏空。据计算，油制成本较烯烃成本高出 200元/吨，油制利

润较烯烃低 400 元/吨。5 月虽检修装置增多，但需求乏力仍使得国内库存处于

高位，市场整体气氛偏弱为主，短期难以摆脱弱势震荡格局。因此短期继续关

注 8000 一线压力，不破可轻仓试空，上破止损。前期在 7500 区参与反弹多单，

建议在 9000区止盈离场。 

天胶: 

本月由于泰国橡胶的去库存计划，市场利空加剧，截止目前还有大约 15 万

吨存货，但基本已释放。而国内方面由于泼水节过后云南产区开割面积逐渐普

遍，市场已经有 17年民营全乳胶销售。但根据西双版纳地区当地胶农反应，当

前天胶出现白粉病，是自 2008 年以来最严重一次，其主要原因在于今年春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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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气候反常，冬季偏暖，落叶不全面，病菌传染，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还

林于农之后，施肥以及养护方面还是出现了一定问题，导致病情加重。随着合

成橡胶价格止跌反弹，短期对稳定胶价存在支撑，因此短期市场相对 4月偏好。

因此关注 14500 区支撑的有效性，不破可轻仓参与反弹，压力 16000。前期在

15000 区试空的空单建议止盈离场。 

二、 原油市场综述及分析 

图 1：国际原油现货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本月初受需求转好以及美国空袭叙利亚和利比亚油田停产等地缘利好带

动，油价攀升；但随着叙利亚局势迅速缓和，以及最大油田恢复生产，油价进

入大幅下挫模式。本月下旬因 EIA 汽油库存意外增加以及美国石油钻井数量创

近两年来新高，页岩油增产掩盖减产利好，国际原油价格维持低位震荡。 

    供应端来看，虽 2017 年一季度 OPEC 减产进程非常顺利，但美国页岩油复

苏迅猛，始终是市场关注的大焦点。而从需求端来看，虽然传统旺季将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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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库存仍然下降缓慢，加之美国石油钻井数量创近两年来新高，市场整体预期

不佳，真实需求依旧无法胜过供应的步伐。 

图 2：WTI 06合约技术分析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上图为美原油 06 合约日 K 线，本月初期价在 50 一线受到支撑反弹，伴随

大幅增仓；截止本月中旬，期价在 54—54.5 区承压增仓下挫，并吞没前期涨幅；

截止月底，期价在 50 一线之下震荡。短期来看，50 一线偏弱。未入场者继续关

注 50一线压力的有效性，不破可背靠轻仓试空，上破止损。前期背靠 54—55 压

力区试空的空单，50 之下继续持有。 

后市预测：当前法国大选是潜在风险，而美联储难以在近期再度加息。市

场仍将是减产消息的利好与美国石油产出增长及高库存的利空之间的对峙，而 5

月是 OPEC 决定是否延长减产协议的关键时期。因此在当前市场格局的情况下，

重点关注法国大选与 5 月 OPEC减产消息，若利好消息提前市场，则短期市场大

幅上涨的可能性偏低，因此短线投资者继续关注 50 一线压力的有效性，不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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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轻仓试空，前期在 54—55 压力区试空的空单，50 之下继续持有。 

三、基本面研究 

（1）、主要价格周度变化一览 

图 3：本月天然橡胶成交估价统计表 

规格牌号 区域 3 月末 4月末 涨跌 涨跌率 单位 

云南国营标一胶 山东 15300 13200 -2100 -13.73% 元/吨 

泰国 3#烟片胶 山东 16500 14000 -2500 -15.15% 元/吨 

越南 3L 胶 山东 16000 14100 -1900 -11.88% 元/吨 

泰国 20#标胶 青岛保税区 1890 1550 -340 -17.99% 美元/吨 

泰国 20#复合标胶 青岛保税区 2020 1640 -380 -18.81% 美元/吨 

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图 4：本月塑料成交价格表 

地区 牌号 生产企业 3 月末 4月末 涨跌 涨跌率 

东北地区 7042 大庆石化 9450 8900 -550 -5.82% 

华北地区 
7042 吉林石化 9350 8900 -450 -4.81% 

7042 齐鲁石化 9400 9000 -400 -4.26% 

华东地区 
7042 大庆石化 9450 9000 -450 -4.76% 

7042 镇海炼化 9450 9000 -450 -4.76% 

华南地区 
7042 广州石化 9800 9300 -500 -5.10% 

7042 福建联合 9600 9200 -400 -4.17% 

西南地区 7042 兰州石化 9400 8900 -500 -5.32% 

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图 5：本月 PP 成交价格表 

地区 种类 3 月末 4 月末 涨跌幅 变化率 

中油华北 拉丝 8250 8000 -250 -3.03% 

中油华东 拉丝 8100 7950 -150 -1.85% 

中油华南 拉丝 8350 8100 -250 -2.99% 

中石化华北 拉丝 8200 8100 -100 -1.22% 

中石化华东 拉丝 8400 8050 -350 -4.17% 

中石化华南 拉丝 8450 7650 -800 -9.47% 

 

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http://price.oilchem.net/dmPrice/NgetWeekGnscIndex.lz?id=6610&webFlag=2&hndz=0
http://price.oilchem.net/dmPrice/NgetWeekGnscIndex.lz?id=6610&webFlag=2&hndz=0
http://price.oilchem.net/dmPrice/NgetWeekGnscIndex.lz?id=6616&webFlag=2&hndz=0
http://price.oilchem.net/dmPrice/NgetWeekGnscIndex.lz?id=6616&webFlag=2&hnd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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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置开工率及库存图 

塑料： 

截止 4 月底，国内聚乙烯石化装置开工率基本上维持在 87%以上,较 3 月末

下滑 9%。从区域上来看，华东及华中地区平均开工率明显下降。 

图 6:国内各地区塑料石化装置开工率图 

 

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截止本月底，四大地区部分石化库存在 6.7 万吨左右，较 3 月底 6.3 万吨

库存增加 0.4 万吨左右，涨幅 6.35%左右。临近五一小长假,市场整体成交不佳。 

图 7:国内四大地区 PE石化库存图(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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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本月 PE 社会库存总量较 3 月小幅下滑，截止 4月底，库存量达到 47 万吨左

右，环比下滑了 5万吨左右，跌幅达到 10.64%。 

图 8：国内各地区塑料库存图(单位：吨) 

 

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下游市场：4 月是塑料市场传统需求淡季，因政府国储政策发生改变，地膜

招标前期停止，淡季较往年有所提前。另外，环保组入住各个省市环保监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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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加强，对于塑料终端制品行业影响明显，导致 PE 行业需求疲软。下游地膜

开工率大幅下降，月末阶段地膜企业开工率下滑至二成以下。 

PP： 

截止 4 月末，国内 PP 主要生产企业库存及部分中间商库存较三月底大幅攀

升。正逢五一假期，部分下游工厂适时囤货，贸易商库存会略有减少。 

图 9：国内各地区 PP库存图(单位：吨) 

 
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下游市场：本月国内聚丙烯下游行业整体开工率在 58%左右，较上月下滑

6%，其中塑编行业在 58%，通过调研河北唐山地区塑编企业发现，下游养殖业需

求增加，订单状况良好。 

天胶： 

最新库存显示，截至 2017 年 4 月 15 日，青岛保税区橡胶总库存达到 

22.01 万吨，较 3 月下旬上涨了 11.22%。其中，天然橡胶库存上涨 13.4%

至 16.42 万吨；合成橡胶库存上涨 5.75%至 5.15 万吨；复合橡胶库存和前



 

国元期货投资咨询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B 座 21 层 

电话： 010-84555196    传真： 010-84555009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table_page] 化工产业链专栏 

 

9 / 21 

期持平至 0.44 万吨。 

图 10：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图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据 ANRPC报告显示，2017 年第一季度，天胶产量 249.9万吨，同比增长

2%。一季度，除泰国和马来西亚同比有所下滑外，其余大部分天胶主产国产

量增加，其中越南天胶产量增长 21.8%。据 ANRPC 预估，2017 年上半年天胶

总产量 499 万吨，同比增长 3.9%，全年天胶产量同比增长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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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ANRPC成员国天然橡胶产量、消费量、进出口图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下游市场：4 月份国内轮胎开工率小幅回落，部分轮胎价格下调。因山

东省轮胎产量占全国将近一半，3月末 4 月上旬中央环保督查入驻山东，造

成轮胎开工出现小幅回落，截止 4 月 28 日半钢胎市场平均开工较 3月末下跌

5.5 个百分点至 68%左右，全钢胎市场平均开工较 3 月末下跌 3 个百分点至

66.5%左右。 

（3）、期货市场成交数据 

截止 4 月 28 日，上海商品期货交易所天胶主力月收盘价为 14760 元/吨，

持仓量为 310258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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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上海商品期货交易所天胶月度成交数据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   国元期货 

说明： 

(1) 价格：元/吨  

(2) 成交量、持仓量：手（按双边计算）  

(3) 成交额：万元（按双边计算） 

(4) 涨跌＝周收盘价－上周结算价 

截止 4 月 28日，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塑料主力月收盘价为 8880 元/吨，持

仓量为 385734 手。 

图 13：大连商品交易所塑料月度成交数据 

 

数据来源：大连期货交易所   国元期货 

截止 4 月 28 日，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 PP 主力月收盘价 7849 元/吨，持仓

量为 55297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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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大连商品交易所 PP 月度成交数据 

 

数据来源：大连期货交易所  国元期货 

说明： 

(1) 价格：元/吨  

(2) 成交量、持仓量：手（按双边计算）  

(3) 成交额：亿元（按双边计算） 

(4) 涨跌＝周收盘价－上周结算价 

（4）、进出口数据 

塑料： 

2017年 3月PE总进口数量至112.3万吨，环比增加12.3%，同比增加9.67%。

2017年 3 月 LLDPE进口量 24.55 万吨，环比减少 1.46%，同比减少 2%。2017年

2 月 PE 出口 1.89 万吨，环比增长 44.27%，同比减少 3.57%。2016年 12 月 LLDPE

出口 0.36 万吨，环比减少 37.9%，同比减少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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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PE和 LLDPE 进出口数据图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PP： 

2017年 3 月 PP广义聚丙烯进口总量 49.8 50.17万吨，环比下滑 0.74%，

同比增长22.35%；2017年 3月广义聚丙烯 PP出口量4.3万吨，环比增长132.53%，

同比增长 65.38%。 

图 16：PP进出口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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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天胶： 

中国 2017 年 3 月天然橡胶（即胶乳）进口量为 49.8万吨，环比增长 0.74%，

比去年同期增长 22.36%。 中国 2017 年 3 月天然橡胶（即胶乳）出口量为 4.3

万吨，环比增加 138.9%，较去年同期减少 65.38%。 

图 17:天然橡胶进口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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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四、 技术分析 

塑料： 

                              图 18：L1709合约技术分析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从上图 L1709 合约日图上看，本月初期价在 9000—9100区受到支撑反弹，

伴随小幅增仓，但反弹力度有限；之后期价在 7855—10670 上涨趋势的 0.648

处承压下挫，伴随小幅减仓，幅度偏低，不断创年内新低。截止本月下旬虽在

8500 区受到支撑反弹，但上方 9000 一线压力较为明显。未入场者关注 9000 区

压力的有效性，不破可轻仓试空，上破止损。前期在 9500 区轻仓试空的空单，

8500 一线减持后其余部分建议止盈离场。 

 

 

 

 



 

国元期货投资咨询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B 座 21 层 

电话： 010-84555196    传真： 010-84555009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table_page] 化工产业链专栏 

 

16 / 21 

PP： 

图 19：PP1709合约技术分析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从 PP 1709合约日图上看，本月 PP的走势基本和塑料一致。月初期价在 8100

区受到支撑反弹，伴随小幅增仓仓；之后期价在 8500 区承压下挫，市场重心不

断下移，截止月底期价在 7500区收到支撑反弹，但整体力度有限。短期继续关

注 8000 一线压力，不破可轻仓试空，上破止损。前期在 7500 区参与反弹多单，

建议在 9000区止盈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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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胶： 

图 20：RU1709合约技术分析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从 Ru 1709 合约日 K 线图看，本月期价在均线系统处承压震荡下行，不断

创年内新低，伴随小幅增仓。截止本月中下旬，期价在 14000 一线遇到支撑止

跌，短期有反弹趋势，但整体力度不佳。关注 14500 区支撑的有效性，不破可

轻仓参与反弹，压力 16000。前期在 15000区试空的空单建议止盈离场。 

五、化工产业链期现套利分析 

（1）、期现套利 

1）扬子石化 DFDA-7042（L1701合约）基差 

截止 4 月 28日，L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8880 元/吨，华东现货市场上扬子石

化 DFDA-7042 的出厂价至 9000 元/吨。据统计，2014 年至今，基差在 2016 年 

3 月 18 日达到最小值为-410； 基差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达到最大，最大

值为 2035 元/吨；目前基差在 120元/吨，短期基差维持低位震荡，关注 0线支

撑，不破未入场者可逐渐入场做基差扩大。前期入市做价差缩小的建议逐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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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离场。 

图 21：塑料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2）绍兴三元 T30s（PP1701 合约）基差 

截止 4 月 28 日，PP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7849 元/吨，绍兴三元 T30s 的出

厂价至 7850 元/吨。从上市以来,基差最小值为-831,基差最大值为 1808,目前

基差达到 1。 短期基差维持低位震荡，关注 0 线支撑的有效性，不破可逐步入

市做价差扩大。前期在 500 区入场做价差缩小的建议止盈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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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PP 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3）云南国营全乳胶 SCR5（RU11701合约）基差 

截止 4月 28日，RU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14760元/吨，云南国营全乳胶(SCR5)

的市场价至 13700 元/吨。据两年数据统计，在 2016 年 11 月 28 日，基差最

小值，达到-3690 元/吨；在 2015 年 7 月 7 日，达到最大为 -15。目前基差达

到-1060元/吨。就目前的基差来看,基差处于高位震荡，未入场者可继续入场做

基差缩小，已入场者继续做价差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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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天胶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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