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达期货天胶周报

2017年1月9日

www.cindaqh.com

1



本周总结

 12月，东南亚主要产胶国天胶产量和出口量出现较大幅度减少。由于洪水灾情加剧，
泰国原料价格走高。

 小排量汽车购置税1月1日起调高2.5%，预计销量环比大幅下降；12月重卡销售不
及预期，环比大降。临近春节，轮胎开工率开始下滑。

 青岛保税区天胶库存继续回升，但仍位于历史低位。
 合成胶价格随原料丁二烯价格持续上升，合成胶-天胶价差不断拉大。

操作建议：
RU1705背靠20000一线做空。



天胶产量--ANRPC

 11月，ANRPC天胶产量
104.5万吨，环比减少
6.95%，同比减少0.95%。

 1-11月ANRPC天胶总产量
1010.5万吨，同比增长
0.69%。

 12月ANRPC天胶产量数据
还未公布，但泰国、马来
西亚、越南等天胶主产国
12月产量同比出现较大幅
度下滑。



天胶产量—泰国，马来西亚

 12月，泰国天胶产量43万吨，环
比持平，同比减少6%。1-12月
泰国天胶总产量450万吨，同比
增长0.6%

 泰国南部天胶主产区爆发严重洪
灾，多地被淹。

 12月，马来西亚天胶产量6万吨
，环比增加17.6%，同比减少
18.5%。1-12月马来西亚天胶总
产量65.7万吨，同比减少9%.

 主要受劳动力短缺影响，马来西
亚天胶产量连年下滑，目前其每
月需要从泰国进口约7万吨的天胶
（走私更多）。



天胶产量—印尼，越南

 11月，印尼天胶产量24.5
万吨，环比减少6.74%，
同比增加1.66%。1-11月
印尼天胶总产量291.8万吨
，同比增加0.59%。印尼
今年天胶产量预计与去年
持平，在315万吨左右。

 12月，越南天胶产量10万
吨，环比减少3.3%，同比
减少6.5%。1-12月越南天
胶总产量105万吨，同比增
长3.2%。越南是目前全球
天胶产量最重要的增长极
之一。



天胶产量—中国

 12月，中国天胶产量4.2万
吨。环比减少59%，同比增
长28%。

 1-12月，中国天胶总产量
76.7万吨，同比减少3.4%。

 中国产区基本已经停割。

 目前国储天胶约有60万吨。



天胶出口--ANRPC

 11月，ANRPC天胶出口73.7
万吨，环比减少8.33%，同比
减少6.71%。

 1-11月，ANPRC天胶总出口
量824.5万吨，同比增加
0.77%。

 12月,ANRPC天胶出口量还未
公布，但泰国、马来西亚、
越南等主要天胶出口国12月
出口同环比均出现较大幅度
减少。

 天胶产量始终是制约出口的
最重要因素，此外主产国的
出口限制计划也起到了不小
的作用。



天胶出口—泰国，马来西亚

 12月，泰国天胶出口量30万
吨，环比持平，同比减少
12.4%。1-12月泰国天胶总
出口385.4万吨，同比增长
2.8%

 泰国天胶出口同比连续下滑
5个月。

 12月，马来西亚天胶出口量
10.8万吨，环比减少10%，
同比增长25%。1-12月，马
来西亚天胶总出口量115万
吨，同比增长1.6%。

 近年，受累于产量下滑，马
来西亚天胶出口量也逐年下
滑。



天胶出口—印尼，越南

 11月，印尼天胶出口量
18.8万吨，环比减少
13.02%，同比减少3.3%
。1-11月印尼天胶总出口
231.4万吨，同比减少
5.77 %.

 印尼今年限制出口，导致
国内库存有所累积。印尼
天胶大多出口至美国和欧
洲。

 12月，越南天胶出口量10
万吨，环比减少9.1%，同
比减少31%。1-12月越南
天胶总出口量118.6万吨
，同比增加4.3%。



橡胶进口

 11月，中国进口橡胶56.99万吨
，环比增加25.6%，同比增加
8.29%。1-11月，中国橡胶进
口总量521.41万吨，同比增加
2.35%。

 11月，中国进口天然橡胶29万
吨，环比增加57.52%，同比增
加9.43%。1-11月，中国天然
橡胶进口总量215.6万吨，同比
减少11.52%。

 11月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明显
上升,结束了连续5个月同比下滑
趋势。首先，中国产区已经停
割，所需天胶基本只能依靠进
口。其次，中国轮胎开工淡季
不淡，需求依旧非常旺盛。

 泰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天胶进口
国，份额约占60%



橡胶进口

 11月，中国进口烟片胶1.4
万吨，环比增加43.8%，
同比减少57.4%。1-11月
，中国共进口烟片胶15.7
万吨，同比减少27.5%。

 11月，中国进口标准胶
20.2万吨，环比增加
59.1%，同比增加13.2%
。1-11月，中国共进口标
准胶147.5万吨，同比减少
17.1%。



橡胶进口

 11月，中国进口合成胶
12.9万吨，环比增加
22.5%，同比增加21.8%
。1-11月，中国共进口合
成胶132.4万吨，同比基本
持平。

 11月，中国进口复合胶及
混合胶15.25万吨，环比减
少7.4%，同比减少2.04%
。1-11月，中国共进口复
合胶及混合胶173.6万吨，
同比增加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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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原料

 本周由于泰国产区洪水
灾情加剧，原料价格均
有所上涨。

 由于泰国橡胶管理局声
明原料胶水未达到70泰
铢/公斤之前不进行抛储
，因此胶水价格幅度较
小。

日期 生胶片 烟片胶 田间胶水 杯胶
1月3日 71.85 76.19 64.5 60
1月4日 73.07 76.49 63.5 62
1月5日 73.67 77.88 64 63
1月6日 74.99 78.67 65 63

- - - - -
涨跌 3.14 2.48 0.5 3
涨跌幅 4.37% 3.26% 0.78% 5.00%



进口船货

 进口船货价格本周不同程
度上调。

 泰国将天胶出口CESS税由
1.4泰铢/公斤上调至2泰铢
/公斤。

 泰国开始抛售31万吨天胶
库存。第一批9.2万吨，
12月28日流拍，1月中旬
将再次拍卖。

胶种 美金价 涨跌 人民币折算 涨跌

RSS3 2,370 3.0% 21,212 1.8%

SMR20 2,080 1.5% 18,882 0.4%

SIR20 2,010 1.0% 18,320 0.0%

3L 2,130 7.6% 19,284 5.7%

20号复合胶 16,900 -4.5%



加工厂利润

 泰国加工厂终于扭亏为
盈。目前，烟片加工利
润每吨82美元，标准胶
加工利润每吨52美元。



现货价格



汽车产销

 11月，汽车产销达到年内巅峰。

 1.6L及以下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政
策年底到期，明年将上调2.5%至7.5%
。

数量

（万辆）
同比 环比

生产 301.1 18.3% 16.4%

销售 293.9 17.1% 10.9%

生产 263.8 18.4% 15.4%

销售 259.0 17.9% 10.5%

生产 37.3 18.5% 21.5%

销售 34.9 11.7% 14.0%

11月

汽车（总）

乘用车

商用车



汽车库存

 12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
数大幅下降至42.9。



汽车保有量



重卡产销

 12月，中国重卡销量7.6
万辆，同比增加56%，环
比减少17%。

 1-12月，中国重卡总销量
73万辆，同比增长33%。

 12月，重卡销量环比明显
回落，同比也远低于市场
预期。



物流运输



房地产



煤炭和钢铁



轮胎出口

 11月，中国轮胎出口数量
4082万条，环比增加
23.7%，同比增加26.7%。
1-11月，中国轮胎出口总
量4.29亿条，同比增加
6.17%。

 11月，中国轮胎出口重量
51.5万吨，环比增加21.2%
，同比增加25.4%。1-11
月，中国轮胎出口总重量
531.36万吨，同比增加7%.

 11月，中国轮胎出口全线
飘红，结束了前两个月环比
下降的趋势。



轮胎出口-美国

 11月，中国轮胎出口美
国重量8.77万吨，环比增
长63.6%，同比增长11%
。1-11月，中国轮胎出
口美国总重量84.46万吨
，同比减少13%。

 11月，中国轮胎出口美
国大幅反弹。



轮胎产出

 11月，中国轮胎产量8192.6万
条，环比增加4.6%，同比增加
9.3%。

 1-11月，中国轮胎总产量8.64
亿条，同比增长9.5%。



轮胎开工

 全钢开工68.7%（+0.67%）

半钢开工71.05%（-2.32%）

春节临近，轮胎开工率预计将快速
下滑





原油



汇率



青岛保税区库存

 12月末，保税区橡胶总
库存10.52万吨，较12月
中旬减少0.04万吨，天
然橡胶库存7.84万吨，
较12月中旬增加0.33万
吨。

 青岛报税区天胶库存持
续回升，但仍位于历史
低位。



青岛保税区库存

 12月末，保税区合成胶
库存2.23万吨，较12月
中旬减少0.31万吨。合
成胶库存持续走低。



上期所库存

 截至1月6日，上期所仓
单24万吨，总库存30万
吨。



日胶库存



期现价差

 RU1705-15年国产全乳：1405



月间价差

 沪胶5-1价差：475

 沪胶9-5价差：375



内外盘价差

 RSS3-沪胶主力：3100

 TSR20-沪胶指数：-830



新加坡烟片-标准胶价差

 RSS3-TSR20：42



沪胶-日胶比

 沪胶/日胶（主力）比1.13。

正常比值为1.18-1.22



丁二烯与合成胶



天胶-合成胶价差

 天胶-丁苯：-5450

 天胶-顺丁：-6050



天胶-复合胶价差

 天胶-复合胶：-450



持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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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的资料，信达期货有限公司力求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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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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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未经信达期货有
限公司授权许可，任何引用、转载以及向第三方传播本报告的行为均可能承担
法律责任。
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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