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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系列 
 

化工市场重心下移，弱势震荡为主 

 

橡胶：当前东南亚主产区即将进入产胶旺季，原

料收购价有面临下滑的风险。虽国内保税区库存下滑，

但现货市场需求不佳，多数贸易商以亏损观望为主，市

场采购偏低。而下游制品企业开工明显不及去年，市场

大方向仍将延续前期下跌走势。 

PTA：当前虽亚洲 PX 外盘持续下跌，市场气氛偏

弱，买盘意向走软，但国内开工率维持在 70.27%左右， 

PTA 供应量大幅下滑，而前期停车的聚酯工厂库存陆续

开工，下游织造、加弹工厂多谨慎采购原料，市场产销

平衡,因此市场短期内窄幅震荡的概率偏大。 

塑料、PP: 进入四季度塑料市场检修较少，整体

供应充足，导致近期石化库存累积。临近 11 月棚膜需

求已进入旺季，但后续的持续力度还有待于考察，从当

前来看 PE 下游行业开工率对市场形成一定支撑，市场

整体逢需采购。而 PP 市场 11 月供应面压力略大于 10

月，下游需求随着气温降低，拉丝、注塑等需求量均有

下降趋势，整体来看价格窄幅震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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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橡胶、塑料、PP、PTA 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日胶 04 合约周线震荡收阴，短期维持低位震荡，下挫 2.3，跌幅 1.44%，

以 157 收盘；国内橡胶 1901 合约上周周线继续收小阴线，仍维持下挫走势，跌

幅 3.93%，收于 11370。 

塑料 01 合约上周周线收阴，显示市场仍以下滑为主，跌幅 1.83%，以 9115

收盘；国内 PP01 合约上周收阴，也延续前期走势，下滑幅度 0.37%，以 9878

收盘。 

PTA01 合约上周周线收长上下影阴线，短期市场以窄幅震荡为主，跌幅

0.24%，以 6756 收盘。 

图表 1：上周能源化工内外盘收盘情况 

品种 收盘价 上周  周涨跌 周涨跌幅（%） 持仓量 周持仓量变化 

日胶近月 157 159.3  -2.3  -1.44  2697  0  

RU1901 11370 11835 -465 -3.93 320254 -8268 

LL1901 9115 9285 -170 -1.83  342340  39762  

PP1901 9878 9915 -37  -0.37 441902  25568  

TA1901 6756 6772  -16 -0.24  1027276 -9037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2：各化工品种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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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图表 3：上周能源化工现货市场情况 

品种 地区 上周 本周  周涨跌 周涨跌幅（%） 

RU 华东 10700 10600 -100  -0.93 

LL 华东 9650 9550 -150 -1.55  

PP 华东 11000 10800 -200 -1.81  

TA 华东 7150 6900  -250  -3.5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4：各化工品种现货成交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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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重要事件 

1、根据 EV Sales 网站公布的全球电动车销量数据，9 月份，全球电动车注

册量同比激增 61%至 200,510 辆，打破了 2017 年 12 月份创下的单月最高销量纪

录（174,000 辆）。 

2、欧元区三季度 GDP 同比初值 1.7%，预期 1.8%，前值 2.1%。。 

3、标普警告，若无协定脱欧，英国在接下来四至五个季度经济增速将放缓，

如果无协议脱欧，可能会下调英国评级。 

4、轮胎出口退税率提高至 13%，利好轮胎工厂出口。 

5、生态环境部：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近日将全面启动，

将影响部分下游工厂生产。 

6、中国轻纺城客增量增，总成交 986 万米，其中长丝布类 701 万米，短纤

布类 285 万米，其中棉布 64 万米，TC 布 49 万，TR 布 83 万，R 人棉布 8 万，

其他 81 万。 

7、10 月 25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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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率的通知》，对部分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进行调整。通知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通知明确，将相纸胶卷、塑料制品、竹地板、草藤编织品、钢

化安全玻璃、灯具等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 16%。将润滑剂、航空器用轮胎、

碳纤维、部分金属制品等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 13%。将部分农产品、砖、瓦、

玻璃纤维等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 10%。取消豆粕出口退税。 

三、基本面分析 

（一）橡胶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1、保税区橡胶库存大幅下降，进口量短期呈现上涨趋势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6 日，青岛保税区橡胶总库存较 2018 年 9 月 30 

日下跌 31.1%至 11.2 万吨。其中，天然橡胶库存下跌 28.7%至 5.21 万吨；合

成橡胶库存下跌 34.3%至 5.63 万吨；复合橡胶库存下跌 2.70%至 0.36 万吨。

库存大幅下滑，保税区天然橡胶库存仍处在低位。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8 年 9 月中国进口天然橡胶及合成橡胶(包括胶乳)

共计 60.7 万吨，环比 8 月降低 0.33%，1-9 月累计进口量为 512.1 万吨，累计

同比上涨 0.2%。 

图表 5：天胶保税区库存及进口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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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2、天然橡胶库存期货面临注销预期 

10 月底至 11 月初，市场面临大量仓单有注销的预期。因此，压制天然橡胶

已制成仓单的货物数量，短期或有下滑。在上周 51.34 万吨的基础上明显低走。 

图表 6：天然橡胶库存期货及可用库容量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3、ANRPC 成员国出口量及产量不断走低 

图表 7：ANRPC 成员国进出口及产销情况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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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汽协 9 月汽车产销同比下滑，9 月重卡市场销量同比下降 

    9 月，汽车产量为 242.6 万辆，下降 10.6%，连续三个月出现下滑；轿车

产量为 102.8 万辆，下降 8.6%，较上月大幅回落。橡胶轮胎外胎产量达到 7369

万条，下滑 0.24%。  

图表 8：汽车产量及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值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PTA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1、上游 PX CFR 中国主港价较前期大幅走低，亚洲合同价（ACP）仍未达

成一致。 

图表 9：PX CFR 中国主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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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CF、国元期货 

2、PTA 装臵开工率持续下滑，市场流通环节库存较 9 月底上涨 10 万吨左

右。 

图表 10：PTA 装臵开工率及流通环节库存图 

  
数据来源：CCF、国元期货 

3、下游装臵延续前期走势，但采购仍以刚需为主，成交情绪一般。 

目前聚酯 PET 工厂多持稳报价，下游刚需采购为主。涤纶纤维工厂报盘坚

挺，下游终端拿货意向偏弱。涤丝市场主流产销维持在 50-80%。涤短市场主流

产销在 40-70%。 

图表 11：下游装臵开工率 

 
数据来源：CCF、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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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塑料、PP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1、塑料、PP 装臵开工率较前期基本变化不大，产能较前期略有下滑 

2018 年 10 月份国内 PE 开工率约为 93%， LLDPE 开工率占 PE 总量的

34.9%，整体开工负荷较 9 月份略有提升。由于近期装臵检修增加，PP 拉丝供应

压力周度环比略有缓解，同时，随着原料价格近两周的回调，下游工厂的利润

有所修复。 

图表 12：PE 和 pp 装臵开工率及产量图 

  
数据来源：金联创、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金联创、国元期货 

2、石化库存图目前仍维持高位 

图表 13：PE 和 pp 库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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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联创、国元期货 

据统计，从 2011 年至 2018 年的 10 月数据相比较，2018 年 10 月底同期石化

库存处于近几年内最高，达到了 81.5 万吨，短期内库存走低的概率偏低。 

3、塑料下游市场开工率整体好于去年，PP 下游的开工率基本和去年持平 

截止 11 月 2 日，PE 下游农膜和包装膜的开工率分别为 70%和 62%，农膜

的开工率环比前一周增加 18%，较 17 年明显走高；PP 下游编制行业开工率达到

61% ，BOPP 行业开工率达到 60%，分别较上周环比上涨 2%和 1%，较 17 年变

化不大。 

图表 14：PE 和 pp 下游装臵开工率 

   
数据来源：金联创、国元期货 

4、 塑料出口税率增加了国内生产企业的利润和出口操作空间 



                    
化工·周报

 

 10 /14 

 

《通知》中调整了塑料原料和塑料制品的出口退税率，增加了国内生产企

业的利润和出口操作空间，对国内塑料原料以及制品的出口起到利好推动作用。

从《通知》附件的详单中可以看到，聚乙烯高压、低压和线性的三个税则号全

部位于其中，聚丙烯有均聚和聚丙烯无规共聚两个牌号。 

四、小结 

橡胶 

当前东南亚主产区即将进入产胶旺季，原料收购价有面临下滑的风险。虽

国内保税区库存下滑，但现货市场需求不佳，多数贸易商以亏损观望为主，市

场采购偏低。加之合成橡胶上游丁二烯市场继续下行，导致成本支撑有限，整

体市场需求随用随采，而下游制品企业开工明显不及去年，国产乳胶、越南乳

胶又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市场大方向仍将延续前期下跌走势。 

PTA 

当前虽亚洲 PX 外盘持续下跌，市场气氛偏弱，买盘意向走软，但国内开工

率维持在 70.27%左右， PTA 供应量大幅下滑，库存压力不大。而前期停车的聚

酯工厂库存陆续开工，下游织造、加弹工厂多谨慎采购原料，市场产销平衡，

短期对市场有一定支撑，因此市场短期内窄幅震荡的概率偏大。 

塑料、PP 

进入四季度塑料市场检修较少，整体供应充足，导致近期石化库存累积。

临近 11 月棚膜需求已进入旺季，但后续的持续力度还有待于考察，从当前来看

PE 下游行业开工率对市场形成一定支撑，市场整体逢需采购。而 PP 市场 11 月

供应面压力略大于 10 月，下游需求随着气温降低，拉丝、注塑等需求量均有下



                    
化工·周报

 

 11 /14 

 

降趋势，整体来看价格窄幅震荡为主。 

五、技术分析及操作建议 

图表 15：橡胶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从上图 RU 1901 合约日图上看，本周期价在均线处承压下挫，伴随小幅减

仓。短期市场维持低位震荡，未入场者可轻仓参与反弹试空，压力 11500，上破

止损。 

图表 16：PTA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从上图 PTA 1901 合约日图上看，本周期价延续前期走势，在 7000 一线承



                    
化工·周报

 

 12 /14 

 

压下行，伴随减仓。短期市场仍有下行空间，但幅度有限，压力 7000，支撑 6500，

未入场者可轻仓参与反弹，下破止损。 

图表 17：L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从上图 L1901 合约日图上看，本周期价在均线处承压下挫，伴随小幅增仓，

虽周五出现大幅反弹，但反弹幅度有限，后期市场走低的概率偏大。压力 60 日

均线，支撑前期低点 8860。未入场者可反弹试空，若有效下破，下方仍有空间。 

图表 18：PP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从上图 PP 1901 合约日图上看，本周期价在 10000 一线处承压震荡，伴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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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减仓，支撑 9500。市场压力较为明显，后期在 9500-10000 区震荡的概率偏大，

未入场者可在区间内高抛低吸，区间外严格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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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1-68115888   传真：0551-68115897 

郑州营业部  

地址：郑州市未来路与纬四路交叉口未来大厦 1410 室 

邮编：450000 

电话 ：0371-53386809/53386892 

北京业务总部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B座 9 层 

邮编：100027 

电话：010-84555028 010-84555123 

青岛营业部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8号金岭广场 1502 室 

邮编：266000 

电话：0532-80936887 传真：0532-80933683 

合肥金寨路营业部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 91号立基大厦 A 座国元证券财

富中心 4 楼 

邮编：230001 

电话：0551-63626903 传真：0551-63626903 

深圳营业部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二路 48 号二楼 

邮编：518028    电话：0755-36934588 

龙岩营业部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莲岳路 1号磐基商务楼 2501 单元 

邮编：361012     传真：0592-5312958 

唐山营业部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 24 号中环商务 20 层

2003-2005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