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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四季度是主产国传统的割胶旺季，市场供应本将不断增加。但前

期天气造成的原料不足仍在持续作用，多数加工厂船货紧张，有

限报盘多在 11 月以后。而下游市场进入消费旺季，如果主产国

天胶供应没有如期跟上，十月市场供需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 

 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叠加各项优惠政策的继续执行，乘用车产销增

速料将维持高位运行。 

 虽然房地产市场提振减弱，但基建投资力度将加码；加之，黄标

车淘汰、公路货车“治限治超”及物流业调整带来牵引车换车潮

等诸多利好政策推动，金九银十重卡市场需求有望延续强势。 

 各轮胎企业积极开发拓展新市场，轮胎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一

定程度抵消美国双反的冲击。 

 下游轮胎开工淡季不淡，截止 9 月中旬，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

创 2011 年 9 月以来的新低。受产区供应紧张影响，泰胶价格大

幅升水国产全乳胶，而沪胶近月合约深度贴水现货吸引大量用胶

企业和贸易商交割买入仓单，旧作全乳胶仓单加速流出，仓单对

盘面的影响逐步减弱。 

 供需基本面偏紧，10 月沪胶仍有上行空间，RU1701 整体运行

区间为 12800-14800 元/吨，宏观风险事件将加大盘面的不确定

性。操作上，前期建立的多单继续持有，依托上升趋势线逢低加

持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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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面分析 

一、不利天气及短期船运紧张影响天胶供应 

8月是东南亚主产国进入割胶旺季的重要月份，但由于前期的干旱和 3季度的多雨，尤其

是全球最大的产胶国泰国降雨频繁影响产出，导致加工厂原料胶收购困难，天胶产量并没有出

现明显的回升。ANRPC 8 月供需报告显示，2016 年 8 月主产国天胶产量为 101.90 万吨，环比

增加 2.62%，同比下滑 1.45%。其中，8月泰国天胶产量同比下滑 5.18%，越南下滑 4.55%，中

国下滑 2.04%；印尼微增 0.46%，马来增加 1.05%。1-8 月天胶累计产量为 690.50 万吨，同比

下滑 0.29%（1-7 月同比微增 0.20%）。其中，1-8 月泰国天胶产量同比微增 0.94%，印尼微增

0.28%，越南增加 3.44%，中国下滑 8.99%，马来西亚下滑 8.03%。 

出口方面，国际三方橡胶理事会（ITRC）曾决定自 3月开始，6个月内削减 61.5 万吨橡

胶出口量，其中泰国削减 32.4 万吨，印尼削减 23.9 万吨，马来西亚削减 5.2 万吨。但从实际

的执行情况来看，3-8 月印尼和马来西亚天胶出口较去年同期分别减少 21.68 万吨和 4.85 万

吨，而第一大产胶国泰国出口同比增加 20.05 万吨。1-8 月 ANRPC 主产国天胶出口 588.30 万

吨，同比增加 1.4%（1-7 月同比增加 4.5%）；其中泰国增速仍高达 9.64%，印尼下降 11.62%，

马来西亚下降 7.13%，越南同比增加 5.96%。8 月中旬，ITRC 于曼谷达成新的天胶出口削减计

划：9-12 月，泰国削减出口 75750 吨，印尼削减 9350 吨。 

进入 9月，天胶市场供应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局面。一方面，是由于 8月主产国天胶产量

下滑，市场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全球十大船运公司之一的韩进集团申请破产，或多或少造成

进口船货运力吃紧，从而令短期内货源紧张局势加剧。 

图 1. ANRPC 成员国天胶月度产量（单位：千吨）  图 2. ANRPC 成员国天胶出口（单位：千吨）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据了解，近期泰国天气好转，天胶产出逐渐正常，并且从季节性表现来看，四季度是主产

国传统的割胶旺季，市场供应本将不断增加。但前期天气造成的原料不足仍在持续作用，多数

加工厂船货紧张，有限报盘多在 11 月以后。而下游市场进入消费旺季，如果主产国天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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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如期跟上，十月市场供需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此外，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预计今年秋

冬拉尼娜状态仍将持续，或导致东南亚地区雨水增多，也将一定程度影响天胶产出，需要后续

密切关注。 

 

二、内需持续好转，外需基本持稳，需求端支撑胶价 

我国 70%以上的天然橡胶用于轮胎制造，天胶消费与轮胎产出密切相关。七八月是下游市

场传统的消费淡季，但轮胎企业开工率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基本维持在七成左右。九月以来，

全钢胎企业开工率小幅下滑，半钢胎企业开工率则稳步回升。截止 9月 23 日，全国全钢胎企

业开工率为 68.20%，较去年同期增加 5.88 个百分点；半钢胎企业开工率 72.00%，较去年同期

大增 9.90 个百分点。 

图 3. 轮胎企业开工率（单位：%）  图 4.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一）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国内市场需求继续好转 

2016 年 8 月，中国汽车产销同环比均呈增长，且产销同比增速均超过 20%。中汽协数据显

示，8月我国汽车生产 199.05 万辆，环比增加 1.58%，同比大增 24.70%，去年同期是下滑 6.5%；

销售销售 207.10 万辆，环比增加 11.83%，同比大增 24.22%，去年同期是下滑 2.98%。1-8 月

汽车累计产销分别为 1684.59 万辆和 1675.50 万辆，同比增长 10.00%和 11.43%，增幅分别比

上年同期提升 10.50 个百分点和 11.43 个百分点。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历经 11 个月地调整后，

7月降至 50%荣枯线下，8月该指数再降 0.4 个百分点，达 49.1%，经销商库存情况继续向好。 

1．消费旺季叠加各项优惠政策的继续执行，乘用车产销增速料将维持高位运行 

2016 年 8 月乘用车市场延续强势。中汽协数据显示，8月乘用车生产 172.28 万辆，环比

增加 0.25%，同比大增 28.16%；销售 179.55 万辆，环比增加 11.90%，同比大增 26.34%。在购

置税减半政策、二手车限签政策的解除以及新能源汽车补贴等诸多利好政策的提振下，8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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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及以下乘用车销售 129.2 万辆，同比大增 40.70%，高于乘用车总体增速，1.6 升及以下乘用

车占乘用车销量比重为 72%，相比上月提升 0.7 个百分点。1-8 月乘用车累计产销 1454.07 万

辆和 1444.23 万辆，同比增长 11.94%和 12.83%，增幅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 9.50 个百分点和

10.24 个百分点。 

2015 年 9 月底，国家推出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的政策，政策实施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对于购置税减半政策是否继续实施，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表示，

1.6L 及以下购置税减半政策对于汽车市场的推动作用极其明显，协会也在积极申请将购置税

减半政策延期。 

从季节性表现来看，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叠加各项优惠政策的继续执行，乘用车产销增速料

将维持高位运行。 

图 5. 乘用车销量当月值及当月同比  （单位：辆，%）  图 6. 重卡销量当月值及当月同比  （单位：辆，%）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2．基建投资加码及诸多利好政策推动，重卡市场需求有望延续强势 

2016 年 8 月，商用车产销数据环同比均大幅增加。中汽协数据显示，8月商用车生产 26.77

万辆，环比增加11.03%，同比增长17.40%；销售27.55万辆，环比增长11.38%，同比增加11.99%。

1-8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30.53 万辆和 231.26 万辆，同比增长 4.23%和 3.47%，去年同期

为下滑 13.49%和 12.62%。分车型产销情况看，8月客车产量同比增长 7.15%，销量下降 3.31%；

货车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20.51%和 15.37%；1-8 月客车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7.28%

和 8.92%，货车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6.52%和 5.92%。 

由于单胎耗胶量大、配套胎数量多及更换频率高等特征，重卡市场在天胶消费中占据绝对

地位，可以说轮胎对天胶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卡的销量与轮胎替换频率。 

淡季不淡，8月重卡市场销量今年以来首次超过 2014 年同期水平。中汽协数据显示，8

月重卡产销 4.67 万辆和 4.93 万辆，环比微降 0.31%和 0.78%（前值分别为下降 17.93%和

16.22%），同比大增 54.55%和 44.24%（前值分别为增长 33.99%和 33.51%）；1-8 月重卡累计

产销 43.34 万辆和 43.94 万辆，累计增长 19.52%及 19.74%。8 月重卡销售大幅增加，一方面

是国家对黄标车淘汰的力度继续加大。为确保黄标车和老旧车淘汰任务的按期完成，9月开始，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5 

2016 年 10 月中国期货市场投资报告 

 

各地加大对黄标车违反限行规定、定期检验不合格车辆上路行驶以及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车辆上

路行驶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物流业大调整、国家政策调整牵引车换车潮这个驱动因素在持

续发挥作用。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交通部和公安部 8月 18 日发布《整治公路货车违

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方案》，新一轮“治限治超”工作的来临倒逼下游企业换车，这将推

动重卡消费迎来阶段性小高潮。 

此外，重卡市场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房地产与基建投资的力度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重卡的产销。 

8 月房地产数据表现亮眼，单月商品房销售面积 11691 万平米,环比增长 2.03%,同比增长

19.78%,较 7月份增加 1.06 个百分点；单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9027 亿元,环比增长 3.40%,

同比增长 6.19%,较上月增长 4.76 个百分点。但新开工面积却继续下滑，8月单月新开工面积

13890 万平米,环比下降 9.85%,同比增长 3.26%,较上月下降 4.85 个百分点。受金九银十销售

旺季提振，预计 9月房地产销售数据有望进一步回暖。但与此同时，政策风险也在加大，由于

前期热点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较快,部分城市存在政策持续收紧的可能,目前苏州、厦门、杭州、

南京已分别出台调控政策，不排除其他城市也有争相效仿。四季度房地产市场对重卡的提振力

度有限。 

得益于财政政策加码，8月基建投资完成额 14225 亿元，环比增加 4.98%，同比增长 3.91%。

据统计，9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十项重大工程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等项目总

投资达 660 亿元，公路铁路机场投资占比超过九成。目前来看，轨道交通行业景气度较高，“十

三五”期间铁路建设投资将继续保持在每年 8000 亿元的高位，发展较为平稳，而城市轨道交

通行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2016 年上半年，中国铁路基建投资完成 2646 亿元，完成全年投资

目标的 43%，这意味着下半年还要完成 3454 亿元的铁路基建投资。而近期国家发改委负责人

的动向也剧透了四季度经济工作主攻点，即加大基建投资稳增长。预计四季度各基建将掀起投

资高潮，这将会直接带动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专用车、货车，尤其是重卡需求的增加。 

图 7.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单位：%）  图 8. 我国轮胎出口 （单位：万条）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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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而言，虽然房地产市场提振减弱，但基建投资力度将加码；加之，黄标车淘汰、公路

货车“治限治超”及物流业调整带来牵引车换车潮等诸多利好政策推动，金九银十重卡市场需

求有望延续强势。  

（二）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美国“双反”影响减弱 

8月我国轮胎出口基本持稳。海关数据显示，8月我国轮胎出口 4498.00 万条，环比微增

0.50%，同比增长 19.59%。从出口的主要国家来看，受双反影响，8月出口美国数量同比下降

13.4%，环比下降 10.3%，美国市场订单不断缩减；而欧洲市场表现则相对较好，英国、德国

等均同比大幅增长。1-8 月我国轮胎出口累计 3.17 亿条，同比增长 5.00%。 

值得关注的是，各个轮胎企业积极开发拓展新市场的推动下，巴西与沙特市场，分别同比

增长 101.1%、82.9%。在美国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对中国轮胎出口起到很大的支撑。出口市场

多元化发展，一定程度消化了美国双反的冲击。 

图 9. 我国轮胎出口分国别 （单位：千克）  图 10. 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三、青岛保税区库存创五年新底，旧作仓单加速流出期货市场 

下游轮胎开工淡季不淡，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加速下滑。截止 9月 14 日，青岛保税区橡

胶库存为 10.35 万吨，较 8月中旬减少 3.71 万吨，创 2011 年 9 月以来的新低。其中，天胶库

存 6.51 万吨，较 8月中旬减少 2.99 万吨；合成胶 3.30 万吨，较 8月中旬减少 0.72 万吨；复

合胶 0.54 万吨，与 8月中旬持平。受下游假期备货影响，当前国内各类标胶级别货源严重不

足，保税区库存仍将进一步下滑；不过节后海外货源将陆续到港，库存有望回升。 

期货库存方面，2016 年以来，仓单问题一直是困扰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按照交易所规

定，2015 年生产的国产全乳胶注册仓单的有效期限为 2016 年 11 月，超过期限的将转为现货，

高达 21 余万吨的旧作仓单成为制约胶价反弹的重要阻力。但进入 9月，仓单压力逐步释放，

受产区供应紧张影响，泰胶价格大幅升水国产全乳胶，而沪胶近月合约深度贴水现货吸引大量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7 

2016 年 10 月中国期货市场投资报告 

 

用胶企业和贸易商交割买入仓单，旧作全乳胶仓单加速流出。RU1609 合约大约交割 6.5 万吨，

剩余老仓单转移至 RU1611。截止 9月 23 日，上期所天胶库存小计 35.09 万吨，较 8月底减少

1.00 万吨；注册仓单数量为 28.61 万吨，较 8 月底减少 2.82 万吨。随着旧仓单的逐步消化，

近期仓单对盘面的影响逐步减弱。 

图 11. 上期所天胶库存与期货价格  （单位：万吨，元/吨） 图 12. 沪胶期现价差（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第二部分 波动分析 

图 13.沪胶指数周 K 线图 图 14. 沪胶 RU1701 日 K 线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供需格局偏紧，9月沪胶呈现震荡反弹的走势。月初，受现货月多头主动入场接货带来实

际需求好转预期的影响，沪胶触底反弹，但主力合约 RU1701 未能有效突破 12800 压力；9月

12 日，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担忧加剧，导致大宗商品市场集体跳水，沪胶再度考验震荡区

间下沿 12200 一线支撑。下半月，在海外原料供应短缺、保税区库存降至五年低位及下游需求

旺季等诸多利好提振下，沪胶期货大幅反弹，胶价接连突破 12800 及 13400 重要压力位，RU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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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上冲至 13800 点。月底受国庆长假前市场大幅减仓控制风险影响，沪胶冲高回落，截止 9

月 29 日收盘 RU1701 报收于 13325 元/吨，较 8 月 31 日收盘上涨 10.54%。 

从沪胶指数周 K线图上看，胶价中期反弹趋势运行良好，若能有效突破 13800 一线压力，

技术面将上探 15000 整数关口。从沪胶 RU1701 日 K 线图上看，9月 22 日胶价一度向上突破运

行长达两个半月的震荡区间，但节前市场反弹动能有所衰减，月底胶价重新跌回震荡区间；若

胶价不破上升趋势线支撑，后期仍将延续偏强走势，反弹第一目标位 14000，第二目标位 14800。 

 

 

 

第三部分 后市展望 

供给旺季特征不明显，下游需求持续好转，十月沪胶供需基本面偏紧。 

一、供给短缺暂难缓解。四季度是主产国传统的割胶旺季，市场供应本将不断增加；但前

期天气造成的原料不足仍在持续作用，多数加工厂船货紧张，有限报盘多在 11 月以后，10 月

供应短缺问题仍难得到很好解决。 

二、需求端持续好转。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叠加各项优惠政策的继续执行，乘用车产销增速

料将维持高位运行。虽然房地产市场提振减弱，但基建投资力度将加码；此外，黄标车淘汰、

公路货车“治限治超”及物流业调整带来牵引车换车潮等诸多利好政策推动，金九银十重卡市

场需求有望延续强势。各轮胎企业积极开发拓展新市场，轮胎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一定程度

抵消美国双反的冲击。 

三、库存压力减少。现货方面，下游轮胎行业维持较高开工率，而海外胶进口下滑，促使

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跌至 2011 年 9 月以来的新低。期货方面，产区供应紧张导致泰胶价格大

幅升水国产全乳胶，沪胶近月合约深度贴水现货吸引大量用胶企业和贸易商交割买入仓单，旧

作全乳胶仓单加速流出，仓单对盘面的影响逐步减弱。 

不过，10 月宏观风险事件密集，市场波动幅度亦将放大。首先，美国总统大选，10 月将

有两场总统竞选人辩论，辩论的结果如何将成为影响 11 月选举的关键因素；其次，意大利退

欧公投时间将在 10 月中旬举行，这或成为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最大黑天鹅事件；第三，德意

志银行危机，因潜在的巨额罚款可能令其财务陷入困境，市场担心高杠杆令德银承受风险的能

力相当有限，而其持有超过 40 万亿欧元的巨额衍生品，或成为引发更大危机的重要风险源。  

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供需基本面偏紧，10 月沪胶仍有上行空间，RU1701 整体运行区间

为 12800-14800 元/吨，宏观风险事件将加大盘面的不确定性。操作上，前期建立的多单继续持

有，依托上升趋势线逢低加持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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