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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市场重心走低，大方向不变 

 

橡胶：近期东南亚主产区进入割胶旺季，越南、

泰国原料供应增长明显，原料收购价格承压走低。在无

特殊天气的情况下，11 月至次年 1 月天然橡胶供应量将

持续放大。而下游轮胎工厂对美出口的订单赶工结束，

且北方地区进入冬季后轮胎需求受到限。加之 18 年环

保力度，市场整体偏弱，看空气氛明显。 

PTA：当前下游聚酯负荷再度出现回落，逸盛石化

11 月中旬检修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下游需求疲软带

来的压力，但上游成本端 PX 价格不断掉崖式下挫，终

端买涨不买跌情绪升温，市场整体采购氛围不佳，短期

震荡下行的概率偏大。 

塑料、PP: 虽然当前塑料装臵开工率以及产能较

前期略有下滑，但农膜开工已开始回落，旺季逐将转淡，

在无特殊利好支撑的情况下，后期上行的概率偏低。而

PP 需求端季节性弱于 PE，此外甲醇偏弱行情对 PP 偏

空影响依旧存在，市场还有累库迹象，后期采购气氛不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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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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跌幅 0.86%，

以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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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不断创近期新低，收于 11300。 

塑料 01 合约上周周线收阴，显示市场仍以下滑为主，跌幅 1.7%，以 8960

收盘；国内 PP01 合约上周创近期新低，下滑幅度 2.79%，以 9602 收盘。 

PTA 01 合约上周周线收小阳线，短期市场以窄幅震荡为主，涨幅 0.24%，

以 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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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 161 -1.4  -0.86 9975  -3389 

RU1901 11300 11370 -70 -0.61 293918 -26339 

LL1901 8960 9115 -155 -1.7  333508  -8832  

PP1901 9602 9878 -276 -2.79 476454  34552  

TA1901 6490 6756 -266 -3.94  1066780 3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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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0 10450 -150 -1.42% 

LL 华东 9550 9450 -100 -1.05% 

PP 华东 10800 10450 -350 -3.24% 

TA 华东 6900  6680  -220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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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海关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越南橡胶出口量约达 18 万吨，

出口额为 2.33 亿美元，分别环比增长 17.8%和 18.3%，同比增长 55.4%和 31%。

累计今年前 10 个月，越南橡胶出口量达 121 万吨，出口额达 16.5 亿美元，分别

同比增长 13.4%和下降 7.6%；出口价格同比下降 18.6%。 

2、逸盛两套大型 PTA 装臵将于 11 月下旬检修。 

3、2018 年 1-9 月国内 PE 进口总量 1049.8 万吨，同比增加 21.35%，其中高

压 220.6 万吨，低压 507.5 万吨，线性 321.7 万吨。 

4、前 10 个月，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是越南橡胶三大出口市场，分别占据

66%、7%和 5%的市场份额。 

5、中石化华东销售分公司 2018 年 11 月 PX 挂牌价在 10000 元/吨，较月初

挂牌价走低 400 元/吨。 

6、根据统计，2017 年，我国塑料加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由 2011 年的 12963

家增加 15350 家，市场竞争加剧的同时，行业集中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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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从 15584 亿元增长至 22800 亿元以上，年复合增长率为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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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短期呈现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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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中国进口天然橡胶及合成橡胶（包括胶乳）

共计 54.7 万吨，环比减少 9.9%，同比约增加 2.6%。2018 年 1-10 月累计进口量

为 566.7 万吨，同比增加 0.4%。 

图表 5：天胶保税区库存及进口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2、天然橡胶库存期货面临注销，库存量不断走低 

截止 11 月 9 日，市场大量仓单面临注销，目前库存期货量不断下滑，在上

周 50.332 万吨的基础上下滑至 49.77 万吨，下滑幅度至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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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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月广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下滑，下游开工率较上周略有好转 

    中国乘联会数据显示，10 月广义乘用车零售销量 198 万辆，同比减少

13.2%。截止 11 月 9 日，全钢胎的开工率至 75.97%，较上周走高 1.76%。 

图表 8：汽车产量及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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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PTA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1、上游 PX CFR 中国主港价延续前期走势大幅下挫，亚洲合同价（ACP）

仍未达成一致。 

图表 9：PX CFR 中国主港价 

 
数据来源：CCF、国元期货 

2、PTA 装臵开工率达到 73.7%，较上周上涨 1.8%，市场流通环节库存较

11 月初下滑 0.1 万吨，基本变化不大。 

图表 10：PTA 装臵开工率及流通环节库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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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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聚酯产业链行情不佳，全线出现下滑，终端买涨不买跌情绪升温，使

得下游聚酯工厂库存压力继续增大。截止 11 月 9 日，涤纶长丝开工率在 80.3%，

较上周持平；涤纶短纤开工率在 67.7%，较上周下滑 0.8%，聚酯瓶片开工率在

72%，较上周下滑 7%。 

图表 11：下游装臵开工率 

 

数据来源：CCF、国元期货 

（三）塑料、PP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1、塑料装臵开工率以及产能较前期略有下滑，PP 装臵开工率及产能小幅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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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11 月 9 日，国内 PE 开工率约为 84.26%， LLDPE 开工率达到 29.72%。

PE 开工负荷较 11 月初下滑 4.05%,LLDPE 的开工率较 11 月初下滑 1.32%。反观

PP 市场，国内 PP 开工率达到 86.72%，拉丝开工率达到 36.59%，较上周略有上

移，但整体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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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社会库存略有上行压力，PE 社会库存走低；而港口库存都出现明显下滑 

截止 11 月 2 日， PE 社会库存减少 2.78% ，PP 社会库存上升 4.02% 。

反观港口库存，由于越南装臵意外停车，到港库存减少，港口库存积极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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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个品种来说 PE 港口库存大幅下降 9.33% ，PP 港口库存下降 8.77%。 

图表 13：PE 和 pp 库存图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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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PE 下游农膜和包装膜的开工率分别为 68%和 62%，农膜

的开工率环比前一周下滑 2%，包装膜较上周持平；PP 下游编制行业开工率达到

61% ，BOPP 行业开工率达到 60%，较上周持平。 

图表 14：PE 和 pp 下游装臵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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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联创、国元期货 

四、小结 

橡胶 

近期东南亚主产区进入割胶旺季，越南、泰国原料供应增长明显，原料收购

价格承压走低。在无特殊天气的情况下，11 月至次年 1 月天然橡胶供应量将持

续放大。而下游轮胎工厂对美出口的订单赶工结束，且北方地区进入冬季后轮

胎需求受到限。加之 18 年环保力度，市场整体偏弱，看空气氛明显。 

PTA 

当前下游聚酯负荷再度出现回落，逸盛石化 11 月中旬检修计划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下游需求疲弱带来的压力，但上游成本端 PX 价格不断掉崖式下挫，终端

买涨不买跌情绪升温，市场整体采购氛围不佳，短期震荡下行的概率偏大。 

塑料、PP 

虽然当前塑料装臵开工率以及产能较前期略有下滑，但农膜开工已开始回

落，旺季逐将转淡，在无特殊利好支撑的情况下，后期上行的概率偏低。而 PP

需求端季节性弱于 PE，此外甲醇偏弱行情对 PP 偏空影响依旧存在，市场还有

累库迹象，后期采购气氛不佳。 



                    
化工·周报

 

 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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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11500 区间震荡，伴随减

仓。短期均线之下仍然偏弱，未入场者仍可轻仓参与反弹试空，压力 11500，上

破止损。前期在 11500 区轻仓试空的空单，关注 11000 区支撑，不破建议止盈离

场，若有效下破，则之下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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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价在均线系统下承压下挫，伴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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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仓，并不断创近期低点。短期空头排列明显，市场整体走势偏弱，关注

6400-6500 区支撑，若有效下破，下方支撑 6000。未入场者可反弹试空，上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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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初期价触底反弹后收在 9000 之上，之后

围绕 9000 一线震荡，伴随小幅增仓。短期市场围绕 9000 一线震荡的概率偏大。

未入场者可反弹试空，若有效下破，下方仍有空间，支撑 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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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价延续震荡格局，周初在 10000-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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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震荡，截止本周五市场放量增仓，期价下破 9700，并收于近期低点 9601，

支撑 9500，若有效下破，下破仍有空间。 

六、基差分析及操作建议 

橡胶 

云南国营全乳胶 SCR5（RU1901 合约）基差  

截止 11 月 9 日，RU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11300 元/吨，云南国营全乳胶

(SCR5) 的市场价至 10300 元/吨。据统计 2014 年至今，在 2016 年 11 月 28 

日，基 差最小值，达到-3690 元/吨；在 2015 年 7 月 28 日，达到最大为 300。

目前基差达到-1000。就目前的基差来看仍有扩大趋势，未入场者可逐步入场做

基差扩大。 

图表 19：天胶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PTA 

CCFEI 价格指数（PTA1901 合约）基差  

截止 11 月 9日，TA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6490 元/吨，CCFEI价格指数: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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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盘报价至 6680 元/吨。据统计 2014 年至今，在 2015 年 4 月 14 日，基

差最小值，达到-330 元/吨；在 2018 年 9 月 14 日，达到最大为 1811。目前

基差达到 190。就目前的基差来看, 基差维持震荡格局，观望为主。 

图表 20：PTA 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塑料 

扬子石化 DFDA-7042（L1901 合约）基差 

截止 11 月 9 日，L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8960 元/吨，华东现货市场上扬

子石化 DFDA-7042 的出厂价至 9550 元/吨。据统计，2014 年至今，基差在 

2017 年 8 月 22 日达到最小值为-540； 基差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达到最

大，最大值为 2055 元/吨；目前基差在 590 元/吨，未入场者可逐步入场做基

差缩小，上破 700 一线建议止损离场。 

图表 21：塑料基差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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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PP 

绍兴三元 T30s（PP1805 合约）基差 

 截止 11 月 9 日，PP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9602 元/吨，绍兴三元 T30s 的

出 厂价至 10700 元/吨。从上市以来,基差最小值为-831,基差最大值为 1992,目

前基差达到 1098，未入场者可逐渐入场做基差缩小，上破 1200 一线止损离场。 

图表 22：PP 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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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88-218  网址：www.guoyuan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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