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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因素仍在

短期天胶价格重心略有抬升

天胶：当前全球仍处于产量增长期，泰国因近期受疫情
的扰动，部分府采取为期 14 天的“封城”措施，或对短期
的割胶进程有所影响。而且 ANRPC 最新发布的 6 月报告预
测 2021 年全球天胶市场需求量料进一步扩大，叠加国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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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胎市场开工率大幅回暖，合成橡胶价格持续拉涨，对短
期天胶市场存在较强支撑，市场重心仍有抬升预期，谨慎操
作。
投资策略: 短期天胶市场重心仍有抬升预期，谨慎操作。

相关报告
《二季度探底后 下半年胶价
重心仍有抬升 2021.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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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周天胶市场运行的主要逻辑
图表 1 下周市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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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RPC 最新发布的 6 月报告预测 2021 年全球天胶市场需
求量料进一步扩大、下游轮胎开工率大幅回暖，国外汽车市
场回暖，国内一般贸易库存持续走低、合成胶价格持续上涨
对天胶价格形成支撑。

空头主要逻辑

全球处于天胶增产期，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销增速大幅回落，
尤其是 6 月份产销数据较差。东南亚疫情形势不容乐观，泰
国紧急法延长 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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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后市的关注点
1、ANRPC 最新发布的 6 月报告预测，2021 年全球天胶产量料同比增加 5.8%至
1381.2 万吨，与 5 月预测前景一致。其中，泰国增 6.9%、印尼增 2.8%、中国增 18.5%、
印度增 13.9%、越南微增 0.1%、马来西亚增 8.8%。6 月全球天胶产量料增加 12.8%
至 105.1 万吨。其中，泰国增 33.8%、印尼增 1.4%、越南基本持平、马来西亚增 25.3%。
2021 年全球天胶消费量料同比增加 8%至 1386.9 万吨。其中，中国增 4.1%、印
度增 10.5%、泰国降 10%、马来西亚增 4.3%。6 月全球天胶消费量料增长 9.8%至 113.5
万吨。其中，中国增 2.9%、印度降 6.8%、泰国增 3.1%、马来西亚降 9.9%。从目前调
整来看，2021 年全球天胶市场需求量料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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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6 月欧盟新
车注册量同比增 10.4%至 1,048,143 辆，增速比前几个月温和。从主要的欧盟汽车市
场来看，德国的增幅最大（+24.5%），其次是西班牙（+17.1%）、意大利（+12.6%）。
相比之下，法国销量收缩了（-14.7%）。
2021 年上半年，欧盟新车注册总量增长了 25.2%，达到 536 万辆。然而，这仍比
2019 年同期销量低 150 万台。今年迄今为止，欧盟 27 个市场的结果相当相似，大多
数国家都出现了强劲的同比增长，包括四大市场：意大利（+51.4%）、西班牙（+34.4%）、
法国（+28.9%）和德国（+14.9%）。
3、泰国橡胶今年前五大出口市场是：中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和韩国。所有
市场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市场增长 33%、马来西亚增长 61%、
日本增长 82%、美国增长 52%、韩国增长 36%。泰国从 7 月 12 日起将对 10 府实
施 21:00-4:00 宵禁措施，为期至少 14 天，并且将紧急状态延期 2 个月。若主产国
疫情一直处于反复状态，或将对后期实际割胶的情况有一定的阻碍，产量出现下滑的概
率必然偏大，但是后期的实际情况还需时间的验证。
4、7 月 14 日，欧洲轮胎和橡胶制造商协会（ETRMA）发布市场数据显示，2021
年二季度欧洲替换胎市场合计销量同比增加 43.2%至 5658 万条。与 2020 年二季度相
比，所有细分市场都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在 Covid-19 大流行的空前影响之后，第二个
积极的季度对行业和社会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其中，乘用车胎销量同比增 44%至 5023.3
万条；卡车胎出货量同比增 42%至 322 万条；农用胎出货量同比增 6%至 31.4 万条；
摩托车/踏板车胎出货量同比增 41%至 281.4 万条。
5、截至 2021 年 7 月 11 日，青岛地区天然橡胶保税库存周环比上涨 1.53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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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般贸易库存周环比下跌 2.9 个百分点，跌幅重新扩大。

三 、产业链图表
图表 2 天胶价格走势图（元/吨）

图表 3 合成胶价格走势图（元/吨）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4 天胶注册仓单图（吨）

图表 5 天胶期货库存（吨）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6 轮胎外胎产量图（万条）

图表 7 轮胎开工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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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8 汽车产量图（万辆）

图表 9 汽车销量图（辆）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10 2019-2021 年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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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国元期货

图表 11 天胶基差 （元/吨）

图 12 天胶跨期价差图（元/吨）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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