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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橡胶、塑料、PP、PTA 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图表 1：上周能源化工内外盘收盘情况
品种

上周收盘价

本周收盘价

周涨跌

周涨跌幅（%）

持仓量

周持仓量变化

日胶近月

187.6

169.8

-17.8

-9.49%

5748

-729

RU2001

11195

11625

430

3.84%

265534

37024

LL2001

7520

7560

40

0.53%

575656

64176

PP2001

8204

8163

-41

-0.5%

547842

96898

TA2001

5154

5152

-2

-0.04%

814328

69506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2：天胶和 PTA 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3：塑料和 PP 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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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货市场回顾
图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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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5

10475

0

0%

LL

华东

7750

7575

-175

-2.26%

PP

华东

8775

8675

-100

-1.14%

TA

华东

5435

5170

-265

-4.88%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5：天胶和 PTA 现货市场、出厂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6：塑料和 PP 现货成交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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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件
1、【台风“利奇马”】影响
8 月 10 日凌晨，台风“利奇马”在浙江省温岭市城南镇登陆。登陆之 后，
“利奇马”一路北上，给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山东中东部、安徽东部等
地带来暴雨或大暴雨。山东潍坊、临沂出现了 250 毫米到 407 毫米 的特大暴
雨。
那么，台风“利奇马”将会给近期的工业品生产和运输产生多大的影 响
呢？
② 装臵开工影响以及下游需求影响（塑料薄膜、轮胎下游）
②运输造成大的影响（道路中断）
③ 出口货物受到限制（轮胎）
④ 进口货物受到限制（塑料、PP、天胶、PX）
但是影响的实际情况，还要参考市场的实际需求以及工厂的开工情况等。
2、2019 年 7 月中国天然及合成橡胶（包含胶乳）进口量 55.3 万吨，环比上
涨 25.4%，同比下跌 3.15%。2019 年 1-7 月，中国天然及合成橡胶累计进口量 362.9
万吨，累计同比下跌 7.07%。预计 2019 年 7 月天然橡胶进口量 43 万吨，环比上
涨 31.06%，同比下跌 6.26%，2019 年 1-7 月累计进口量 285.44 万吨，累计同比下
跌 7.53%。

三、基本面分析
（一）橡胶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1、主产区遭遇天气影响 下游市场采购量或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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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主产区天气不容乐观，由于持续的降雨，加之 8 月 10 日凌晨，
台风“利奇马”在浙江省温岭市城南镇登陆。登陆之 后，“利奇马”一路北上，
给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山东中东部、安徽东部等地带来暴雨或大暴雨。
山东潍坊、临沂出现了 250 毫米到 407 毫米的特大暴雨。对我国天胶下游地区
生产形成一定的制约，产地采购量或将有限，价格走低的概率偏大。
国外产胶区上，越南也因台风天气出现持续降雨，8 月 2 日 20 时印尼苏门
答腊岛南部海域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 30 千米，印尼已发布海啸预警。而
当下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南部开始向减产期过渡，随着全球天然橡胶进入低
产期，原料产出有减少的预期，供应压力减弱，对后期市场存在短暂的利多指
引。但从近期国外主产区市场的成交数据来看，截止 8 日，20 号胶主流的成交
价在 1335 美元/吨，较上周下滑 15 美元/吨，下滑幅度达到 1.12%。短期市场走
势还相对偏弱，震荡的概率偏大。
2、上期所天然橡胶期货库存窄幅上涨
截止 8 月 9 日，天然橡胶期货库存达到 41.4 万吨，较上周 41.25 吨上涨 0.15
万吨，涨幅达到 0.36%；可用库容量达到 27.2 万吨，较上周 27.35 万吨下滑 0.15
万吨，跌幅达到 0.55%；库存小计达到 45.03 万吨，较上周的 44.55 万吨下滑 0.52
万吨，跌幅达到 1.17%。
天然橡胶 09 合约交割即将到期，市场对于这部分库存相对来说比较担忧。
通常情况下，库存与价格走势呈现负相关性。而且鉴于当前行情疲弱，打压国
内贸易商及下游工厂补货意向。
图表 7：天然橡胶库存期货及可用库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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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3、汽车行业需求疲软，轮胎市场整体表现不佳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下调了年初对于 2019 年汽车销量的预判，因上半年
市场表现低于预期。经过重新评估，中汽协预计 2019 年全年汽车销量为 2668 万
辆左右，同比下滑 5%。新能源汽车部分，根据中汽协预测，2019 年全年新能源
汽车预计销售 150 万辆左右，同比增长约 19.4%，但低于此前 160 万辆的预测。
而 7 月份重卡产销数据更能说明汽车行业的疲软，截止 7 月份我国重卡汽
车销量 7.6 万辆，环比下降 27%，同比小幅增长 2%，1-7 月，重卡市场累计销
量为 73.23 万辆，同比下降 2%。
近期因个别企业错峰生产，对整体半钢胎样本厂家开工形成拖拽。全钢胎
厂家因个别厂家成品库存高位，停产检修的相对偏多，但是周期相对较短。截
止 8 月 8 日， 半钢胎开工 66.55%，环比下跌 0.61%，同比下跌 2.45%；全钢胎
开工 69.69%，环比下跌 0.79%，同比下跌 2.31%。
整体来说，下游市场整体相对偏弱，暂无改善的预期，大环境还是相对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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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图表 8：全钢胎开工率及半钢胎开工率图

数据来源：隆众石化、国元期货

（二）PTA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1、PX 外盘价低位震荡 成本形成拖累
截止 8 月 9 日，PX CFR 中国主港价达到 789 元/吨，较上周的 812 美元/
吨下滑了 23 美元/吨，跌幅达到 2.83%，短期处于低位震荡。国内情况来看，中
石化 7 月结算价格 6935 元/吨（现款 6905 元/吨），较 6 月涨 155 元/吨。8 月挂
牌价格 7000 元/吨，较 7 月持平。
图表 9： PX 外盘价

6 /18

化工·周报

数据来源：卓创、国元期货

2、国内 PX 开工率维持低位震荡

亚洲开工率变化不大

截止 8 月 9 日，国内 PX 装臵开工率 78.98%，主要是因为辽阳石化、福海创
及洛阳石化均重启，但目前装臵均未正常。后期洛阳石化、福海创、辽阳石化
以及中化弘润将量产，PX 产量将提升。本周亚洲开工率在 83.32%，较上周 82.56%
上涨 0.76%。
3、PTA 加工费持续下挫
本周 PTA 价格环比下跌 7%，PX 价格环比跌 6.50%，在价格一致下跌情况
下，国内 PTA 工厂加工费为 900—1000 元/吨，环比下跌 200 元/吨，跌幅在 15.2%。
图表 10：PTA 加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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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隆众石化、国元期货

4、大厂陆续开车

整体开工率略有上移

本周 PTA 开工率至 83.95%，较上周 76.85%上涨 7.1%，主要是：福海创 450
万吨/年、嘉兴石化 150 万吨/年装臵重启，而佳龙石化 60 万吨/年以及华彬石化
70 万吨/年 PTA 装臵装臵出现停车，抵消了一部分停车检修装臵。
图表 11：PTA 装臵开工率及库存天数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5、下游聚酯整体装臵开工率变化不大
截止 8 月 9 日，国内聚酯负荷达到 87.7%,较上周 86.8%上涨 0.9%；涤纶长丝
的开工率达到 75.6%，较上周 76.6%下滑 1%；涤纶短纤的开工率达到 77.3%，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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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持平；聚酯瓶片的开工率达到 79%，较上周 76%上涨 3%。当下属于聚酯行
业传统淡季，下游织造端坯布库存普遍位于高位，加之今年整个化工产业链都
处于消费大萧条阶段，市场整体成交情况不佳。
图表 12：下游装臵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塑料、PP 市场供需分析情况
1、PP 下游装臵开工率较塑料大幅下挫
截止 8 月 9 日，国内 PE 开工率达到 86.72%，较上周 89.47%下滑 2.75%，LLDPE
开工率达到 38.72%较上周 37.12%上涨 1.6%。PP 市场，国内 PP 开工率达到 81.3%，
较上周 87.46%下滑 6.16%，拉丝开工率达到 28.48%，较上周 36.79%下滑 8.31%。
图表 13：PE 装臵开工率及产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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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石化、国元期货
图表 14： pp 装臵开工率及产量图

数据来源：卓创石化、国元期货

2、聚烯烃两油库存维持正常水平

港口库存大幅下滑

截止 8 月 9 日，石化库存 78.5 万吨左右，较上周的 73.5 万吨上涨 5 万吨，
涨幅达到 6.37%。截止至 8 月 9 日，聚烯烃港口库存总量在 23.71 万吨，较上周
环比增加 1.8 万吨，较去年同期同比减少 2.68 万吨。库存压力仍是后期的关注重
点。
图表 15：聚烯烃石化库存及港口库存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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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隆众石化、国元期货

3、下游装臵农膜开工率小幅走高
PE 下游农膜和包装膜的开工率分别为 32%和 57%，较上周的 29%和 57%
分别上涨 3%和持平；PP 下游编制行业和 BOPP 行业开工率分别达到 59%和
61%，较上周持平。
而近期山东潍坊、临沂出现了 250 毫米到 407 毫米 的特大暴雨，短期或
对薄膜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后续的实际用量还有待于考察。
图表 16：PE 和 pp 下游装臵开工率

数据来源：卓创、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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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天胶：
近期泰国原料价格持续走跌，而国内下游轮胎订单较弱开工持续小幅下滑，
叠加近期台风登陆，或对出口造成一定的压力，天胶库存消化放缓。临近 9 月，
09 合约交割在即， 后期市场压力偏大。
PTA:
近期 PTA 市场供应略有下滑，下游需求稍有改善。但是目前成本端 PX 价
格大幅下挫，叠加近期台风登陆浙江等地，现货货源流通不顺畅，价格维持窄
幅震荡的概率偏大。
塑料、PP:
当下聚烯烃市场维持按需采购为主，但由于 10 号台风“利奇马”登陆我国
沿海地区，主要影响浙江、上海、江苏及山东的大部分地区。而山东潍坊寿光
是全国蔬菜之乡，蔬菜大棚地势低平，易发生渍涝灾害，是是反季节蔬菜的供
应主力。短期市场或将对塑料下游市场存在一定的炒作，但是影响还有待考察，
短期窄幅震荡的概率偏大。

四、技术分析及操作建议
图表 17：橡胶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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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从上图 RU 2001 合约日 K 线图上看，近期期价在短期低点 11120 一线受到
支撑触底反弹，伴随大幅增仓，短期市场反弹幅度有限，压力 11800—11000 区。
未入场者关注压力的有效性参与。
图表 18：PTA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从上图 PTA 2001 合约日 K 线图上看，本周市场在均线系统之下震荡，伴
随小幅增仓，整体走势仍相对偏弱。未入场者可关注 60 日均线压力的有效性参
与。
13 /18

化工·周报
图表 19：L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从上图 L2001 合约日 K 线图上看，本周期价在近期低点 7380 区受到支撑反
弹，伴随大幅增仓，短期市场有考验上方日线级别 60 日均线处压力，若有效上
破，上方仍有上行空间。
图表 20：PP 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从上图 PP2001 合约日 K 线图上看，本周期价在 8000 区受到支撑反弹，伴
随大幅增仓放量。短期 8000 区之上相对偏强，未入场者关注 8000 区支撑的有效
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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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差分析及操作建议
橡胶
云南国营全乳胶 SCRWF（RU2001 合约）基差
截止 8 月 9 日，RU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11625 元/吨，云南国营全乳胶(SCRWF)
的市场价至 10450 元/吨。据统计 2017 年至今，在 2017 年 8 月 9 日，基差最
小值，达到-3815 元/吨；在 2017 年 7 月 28 日，达到最大为 300。目前基差达
到-1175，主要是主力合约出现移仓换月。未入场者可逐步入场做基差扩大。
图表 21：天胶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PTA
CCFEI 价格指数（PTA2001 合约）基差
截止 8 月 9 日，TA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5200 元/吨，CCFEI 价格指数:PTA
的内盘报价至 5170 元/吨。据统计 2017 年至今，在 2016 年 8 月 11 日，基差
最小值，达到-255 元/吨；在 2018 年 9 月 14 日，达到最大为 1811。目前基
差达到-30。未入场者仍可不断入场做基差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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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PTA 基差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塑料
扬子石化 DFDA-7042（L2001 合约）基差
截止 8 月 9 日，L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7560 元/吨，华东现货市场上扬子石
化 DFDA-7042 的出厂价至 7600 元/吨。据统计，2017 年至今，基差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达到最小值为-710； 基差在 2019 年 4 月 7 日，达到最大，最大
值为 1010 元/吨；目前基差在 40，已入场者可继续做基差扩大。
图表 23：塑料基差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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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PP
绍兴三圆 T30s（PP2001 合约）基差
截止 8 月 9 日，PP 主力合约收盘价至 8163 元/吨，绍兴三圆 T30s 的出厂
价至 9000 元/吨。据统计 2017 年至今,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达到最大，最大值
为 1614，基差在 2017 年 7 月 4 日达到最小值，最小值为-579,目前基差达到 837，
前期已入场者做价差扩大的，不破 1000 一线建议止盈离场，未入场者可逐步入
场做基差缩小。
图表 24：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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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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