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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塑料/PP/天胶市场综述 

塑料： 

    当前上游原油价格处于相对高位，仍存回调的风险，对于下游产品支持作

用减弱。目前港口库存和上游库存环比上涨较前期略有累积，市场供应延续充

裕。春节长假陆续结束，下游工厂将陆续返市，市场大面积回暖还将在元宵节

后打开局面。因此短期上方压力 60 日均线，若有效上破，上方压力 10000。未

入场者可背靠上方压力区轻仓试空，上破止损。 

PP：  

据数据统计，当前石化降库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春节前夕，由于交易愈

加稀少，中石化、中石油厂价纷纷下调价格，对于需求偏淡的市场来说，交易

愈加贫乏，也使得市场的流通资源较多。随着春节陆续结束，元宵节前市场大

幅回暖的概率偏低，下周国内聚丙烯粒料市场成交或相对明显。因此短期市场

整体偏弱，未入场者可在 9500-9600区背靠轻仓试空，上破止损。 

天胶: 

春节前夕，在无明显利好支撑因素刺激下，天胶市场供应方面维持充裕，

下游终端企业春节前备货基本完成，供过于求矛盾相对突出，现货市场价格持

续维持低位震荡。但随着春节即将结束，下游市场将逐渐回暖，持货商普遍低

价出货意愿不强。因此短期市场将延续反弹，压力 60 日均线-14000，未入场者

关注压力的有效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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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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受 OPEC及俄罗斯继续力挺减产预期、美元表现疲软、全球股市复苏、

美国原油库存下降及中东局势的不安定性影响,美原油 04合约走出了一个”V”

型走势,短期仍将延续小幅上涨。 

供应端来看，2 月 OPEC 及俄罗斯继续力挺减产进程顺利且预期良好，给供

应端带来积极支撑。需求端来看,截止 2 月 23 日,美国上周 EIA 原油库存意外下

滑，推动油价涨至两周高点，依然是基本面最主要的利好支撑，反映出供需关

系的持续改善。 

图 2：WTI 04合约技术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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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上图为美原油 04 合约周 K 线，本月期价在前期高点 66.39 区承压下挫后

跌破日线级别 60 日均线，伴随增仓，之后期价在 58 一线受到支撑反弹，但幅

度有限；短期60日均线之上表现偏强，有继续上行空间，但幅度有限。压力66.39，

支撑 60 日均线，回调参与反弹。 

后市预测：目前市场的主要关注点仍在沙特/OPEC 和美国这两大方面。沙特

及 OPEC，以及俄罗斯依然在给市场释放正面的减产预期，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

支撑；而美国原油产量持续增长，是基本面的主要利空因素。另外近期由于美

国炼厂检修期尚未结束，库存仍有连续反弹迹象，也给价格带来一定抑制。此

外接下来美联储 3 月加息箭在弦上，美元有望获得支撑，对于油价而言亦属不

利消息。因此短期支撑 60 日均线, 压力 66.39，回调参与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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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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末 2月末 涨跌 涨跌率 单位 

云南国营标一胶 山东 11850 11300 -550 -4.64% 元/吨 

泰国 3#烟片胶 山东 14250 13900 -350 -2.46% 元/吨 

越南 3L 胶 山东 11900 11700 -200 -1.68% 元/吨 

泰国 20#标胶 青岛保税区 1500 1475 -25 -1.67% 美元/吨 

泰国 20#复合标胶 青岛保税区 1530 1485 -45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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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末 2月末 涨跌 涨跌率 

东北地区 7042 大庆石化 9700 9550 -150 -1.55% 

华北地区 
7042 吉林石化 9700 9550 -150 -1.55% 

7042 齐鲁石化 9850 9500 -350 -3.55% 

华东地区 
7042 大庆石化 9800 9650 -150 -1.53% 

7042 镇海炼化 9800 9550 -250 -2.55% 

华南地区 
7042 广州石化 10100 9600 -500 -4.95% 

7042 福建联合 10000 9550 -450 -4.50% 

西南地区 7042 兰州石化 9850 9450 -400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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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末 2月末 涨跌幅 变化率 

中油华北 拉丝 9300 9100 -200 -2.15% 

中油华东 拉丝 9350 9350 0 0.00% 

中油华南 拉丝 9400 9400 0 0.00% 

中石化华北 拉丝 9200 9000 -200 -2.17% 

中石化华东 拉丝 9500 9250 -250 -2.63% 

中石化华南 拉丝 9350 9200 -150 -1.60% 

 

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2）、装置开工率及库存图 

塑料： 

截止春节前放假一周，国内聚乙烯石化装置开工率基本上维持在 103%,较 1

月末 91%上涨 12%。从公布的数据显示华东开工率超负荷运行,华南地区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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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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上涨，其它地区开工率基本不变。而随着春节假期的陆续结束,市场将逐渐

回暖,但下周的开工率将比节气大幅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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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春节前，四大地区部分石化库存在 4.86 万吨左右，较 1 月底 4.81 万

吨库存下滑 0.05 万吨左右，跌幅 1.04%左右,其中线性增加 570 吨。截止目前为

止,由于春节小长假陆续结束,市场库存略有积压,或等下周才有即将释放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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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 月末 PE 社会库存总量达到 33.7万吨左右，较 1月底 32.76万吨上涨

0.95万吨，涨幅达到 2.9%。较去年春节假期前库存量低 10.6%，因此当前石化

暂无库存压力。贸易商方面，大型贸易商库存量依旧偏高，部分贸易商现货库

存不多，其多将现货转移成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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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下游包装制品开工率维持正常，农膜开工率大致在 30%

左右。 

PP： 

截止春节前夕，国内企业开工率达到 95.5%左右，较上月 94 上涨 1.5%。从

全国各区域方面来看，华东地区上海石化开工率依然较高，其它地区开工率稳

定，变化不大。春节过后,下游市场陆续返市,预计在 3 月中旬,市场将陆续好转。 

图 9：国内各地区 PP开工率图(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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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截止春节前夕,国内主要石化、石油库存较 1 月底减少 9.02%，贸易商库存

较 1 月底增加 4.87%，社会整体库存较 1 月底减少 6.24%。按年前统计的数据来

看,目前库存水平维持中低位。预计下周，下游将陆续返市,市场库存还将进一

步消化。 

图 10：国内各地区 PP 库存图(单位：吨) 

 
数据来源：隆众网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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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市场：截止放假前国内聚丙烯下游行业整体开工率在 52%左右，较上月

末下滑 10%；其中塑编行业 46%，较上月末下滑 14%；共聚注塑开工率持平在 53%。

因春节节日放假，一定数量样本企业处于停车休假状态，计划正月初十或正月

十五后恢复生产。 

天胶： 

截至 1 月 17日，青岛保税区橡胶总库存为 24.63 万吨，较 12月底小涨

1.07万吨，增幅 4.54%。其中天然橡胶库存为 13.7万吨，上涨 0.62 万吨，

涨幅达到 4.74%；合成橡胶库存为 10.54 万吨，增加 0.45万吨，涨幅达到

4.45%；复合橡胶维持在 3900 吨。 

图 11：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图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据 ANRPC数据显示，截止 2017 年 12 月 ANRPC 成员国产量达到 1046.2

千吨，较 11 月下滑 9.4%；2017 年 12 月 ANRPC 成员国消费量达到 674.2 千吨，

较 11月下滑 3.23%；2017 年 12 月 ANRPC 成员国出口量达到 810 千吨，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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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增长 2.14%；2017 年 12 月 ANRPC 成员国进口量达到 587 千吨，较 11 月增

长 6.15%。 

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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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我国轮胎价格基本进入稳定期，虽个别企业提出价格

上调政策，但大部分轮胎厂家春节前调价意愿不强。据市场统计，截止 2 月 8

日部分轮胎厂家已经陆续放假，企业限产或停产，轮胎开工大幅下滑。半钢胎

开工率为 62.0%，较 1 月末下滑 9.0%；全钢胎开工率为 58.0%，较 1 月末下滑

10%。 预计在元宵节后,市场将陆续回暖。 

（3）、期货市场成交数据 

截止 2 月 23 日，上海商品期货交易所天胶主力合约月收盘价为 12850 元/

吨，持仓量为 425890 手。 

图 13：上海商品期货交易所天胶月度成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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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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3日，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塑料主力合约月收盘价为 9590元/吨，

持仓量为 394386 手。 

图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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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3 日，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 PP 主力合约月收盘价 9304 元/吨，

持仓量为 48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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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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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PE 总进口 110.37万吨，环比增加 2.97%，同比增加 4.97%。

LLDPE 进口 29.35 万吨，环比减少 2.05%，同比下滑 3.65%。2017 年 12 月国内

PE 出口 1.69 万吨，环比减少 11.05%，其中线性出口 0.21万吨，环比增加 5%。 

图 16：PE和 LLDPE 进出口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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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PP： 

2017年 12 月 PP 粒进口总量 41.03万吨，环比减少 6.32%，12 月份出口量

2.29万吨，环比减少 10.19%。 

图 17：PP进出口数据图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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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胶： 

中国2017年12月天然橡胶（即胶乳）进口量为5.885万吨，环比增加17.77%，

比去年同期增加 8.16%。 中国 2017 年 12 月天然橡胶（即胶乳）出口量为 33.45

吨，环比减少 63.75%,同比增加 1.48 倍。 

图 18:天然橡胶进口数据图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四、 技术分析 

塑料： 

                              图 19：L1805合约技术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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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从上图 L1805 合约日图上看，本月期价在 60 日均线之下震荡，伴随减仓，

中间虽有回调，但幅度有限。目前短期上方压力 60 日均线，若有效上破，上方

压力 10000。未入场者可背靠上方压力区轻仓试空，上破止损。 

PP： 

图 20：PP1805合约技术分析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从 PP 1805 合约日图上看，本月期价在 9500 区承压下挫，中间虽有回调，

但幅度有限。短期市场整体偏弱，未入场者可在 9500-9600 区背靠轻仓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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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破止损。 

天胶： 

图 21：RU1805合约技术分析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从 Ru 1805 合约日图上看，本月期价在均线系统之下表现相对较弱，伴随

大幅减仓，截止月底期价虽有反弹，但幅度有限。短期市场将延续反弹，压力

60 日均线-14000，未入场者关注压力的有效性参与。 

五、化工产业链期现套利分析 

（1）、期现套利 

1）扬子石化 DFDA-7042（L1705合约）基差 

截止 2 月 23日，L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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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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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元/吨，未入场者可逐渐入场做基差扩大，前

期已入场者建议止盈离场,等待机会继续做基差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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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塑料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2）绍兴三元 T30s（PP1705 合约）基差 

截止 2 月 23 日，PP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9304 元/吨，绍兴三元 T30s 的出

厂价至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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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已入场者可继续做基差扩大。 

图 23：PP 基差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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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3）云南国营全乳胶 SCR5（RU11705合约）基差 

截止 2月 23日，RU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12850元/吨，云南国营全乳胶(SCR5)

的市场价至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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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就目前的基差来看,基差不断扩大，未入场者等待机会入场做基

差缩小。 

图 24：天胶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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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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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