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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为保护国内橡胶产业，中国是全球少数对天然橡胶进口征收关税的

国家之一。从历史看，关税的变化都会对橡胶的进口产生一定影响。 

 

 明年，混合胶关税的增收以及混合胶标准的修改将成为市场关注的

热点之一。复合胶零关税通道或将关闭。 

 

 如果混合胶（复合胶）关税被提高，其将对国内天胶价格，至少在

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再者，对橡胶进口量也将产生一定影响：

包括复合胶进口量收缩、标准胶进口量增加；以及橡胶总体进口增速将

有所收窄等等。 

 

 但从较长时间看，混合胶（复合胶）关税的提高产生的综合效应可

能并不非常显著：首先，国产天胶的有限增产空间、复合胶期现套利的

火爆以及通过加工贸易方式进口来规避关税等都会削弱关税增收对进

口价格、尤其是进口量的调节作用，以及对国内橡胶企业起到的利好作

用；其次，目前我国轮胎企业经营面临种种困难，原料成本的提高将导

致其利润进一步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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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橡胶树是一种喜高温高湿的热带作物，一般种植在低纬度地区，东南亚是橡胶的最主要产区。在我国，

云南、海南、广东和福建等少数南方省份也分布有橡胶树，其中云南和海南产量占比分别达到 49%和 47%，

地位相对重要。由于国内产区纬度偏高，气候地理条件并不非常适宜种植橡胶树，因此天然橡胶年产量大

约只维持在 80万吨上下，仅占世界总产量的 6%。反观需求一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天胶消费国，年消费

（含复合胶）在 500万吨左右，占全球总消费的 40%。由此可见，中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较低，大约只有

13%，绝大部分天胶依靠进口，因此进口关税就成为了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天然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

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物资，因此尽管受到气候和土地等条件的制约，中国仍保留一定的种植面积。而

作为弱势行业，国内的天然橡胶产业也需要受到关税的保护;尽管全球大部分国家对天然橡胶不征收或只

象征性征收关税，但中国天胶进口零关税目前看来可行性不大。 

由于关税是天胶进口成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国内天胶价格影响较大，因此关于进口关税的炒作

每年都会发生。明年，关于混合胶关税的增收以及混合胶标准的修改将是橡胶市场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将

追溯中国橡胶进口关税的演变历史，归纳关税对橡胶进口的影响，探究未来关税可能的变化。 

 

二、 中国天然橡胶关税的演变 

     表 1：中国天然橡胶关税的演变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年份 品种（税则号） 关税
1990-1999 天然橡胶 绝对配额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为25%

2002-2006 所有天然橡胶 进口关税20%

烟片胶（40012100）
技术分类天然橡胶（40012200）
天然胶乳（40011000） 10%从价税或720元/吨从量税两者中，从低计征关税
烟片胶（40012100） 20%从价税或1600元/吨从量税两者中，从低计征关税
技术分类天然橡胶（40012200） 20%从价税或2000元/吨从量税两者中，从低计征关税
天然胶乳（40011000） 10%从价税或720元/吨从量税两者中，从低计征关税
烟片胶（40012100）
技术分类天然橡胶（40012200）
天然胶乳（40011000） 10%从价税或720元/吨从量税两者中，从低计征关税
烟片胶（40012100）
技术分类天然橡胶（40012200）
天然胶乳（40011000） 10%从价税或720元/吨从量税两者中，从低计征关税

2013-2014

20%从价税或2600元/吨从量税两者中，从低计征关税

20%从价税或1200元/吨从量税两者中，从低计征关税

从量税从1200元/吨上调到1500元/吨
2015-

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内税率为12%。配额外对最惠国待
遇国家实行90%优惠税率，一般国家实行125%普通税率

2000-2001 天然橡胶

2007-2009

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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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然橡胶关税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 7个阶段
1
（请见表 1）： 

第一阶段:1999年之前，为防止国际市场对国内天然橡胶产业的冲击，国家对天然橡胶进口实行绝对

配额管理，每年规定天然橡胶的最大进口量，配额内实行 25%的优惠税率。天然橡胶进口分为三种方式：

来料加工部分实行零关税（1999年 10月 1日起不受配额许可证限制），双限部分（限制用途和流向）1997-

1998 年征收 5%的关税，1999 年提高为 10%；一般贸易部分关税为 25%。来料加工和双限部分属于减免部

分，海关对以这两种方式进口的天然橡胶进行跟踪，监管其流向和用途。只有一般贸易部分能进入流通市

场。 

第二阶段：2000-2001 年。1999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加入 WTO的有关谈判

中，中国将天然橡胶列为高度敏感产品，过度期内（2000-2002年）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内税率：天

然橡胶乳为 5%；烟胶片、技术分类天然橡胶和其他初级形状天然橡胶为 12%。配额外对最惠国待遇国家实

行 90%的优惠税率，一般国家实行 125%的税率。 

第三阶段：2002-2006 年。2002 年起，所有天然橡胶（包括胶乳）的进口关税调整为 20%。2004 年，

我国取消了天然橡胶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天然橡胶乳、烟胶片、技术分类橡胶及其他、巴拉塔胶等天然

树胶一般贸易的最惠国税率为 20%，普通税率为 40%；其中烟胶片、其他对曼谷协定成员国的协定税率为

17%。未硫化的复合橡胶的最惠国税率为 8%，普通税率为 5%。2005年我国开始对天然胶乳实行暂定税率：

一般贸易进口最惠国税率由 20%下调至 10%，其他不变。同年 7月 20日，中国与东盟签订自贸区协定，复

合胶的进口关税由 8%下调至 5%的协定税率。 

第四阶段：2007-2009 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

易协议》中，天然橡胶仍然被列为高度敏感产品，中国依然给予国内天然橡胶产业良好的关税保护。但这

种保护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橡胶下游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而逐渐减弱。2007年起，在橡胶工

业协会的强烈要求下，我国对天然橡胶关税进行了多次改革。2007年，我国对一般贸易的天然橡胶进口关

税进行调整，采用选择税方案：其中天然胶乳采用按照 10%从价税或 720元/吨从量税从低征收；烟胶片和

技术分类天然橡胶采用 20%从价税或 2600元/吨从量税从低征收；除上述三种产品外的其他天然橡胶产品

按 20%的税率征收关税；边境小贸易方式进口的商品执行进口关税减半的优惠政策（2008年又改为全额征

收）；巴拉塔胶、古塔波胶、银胶菊胶、糖胶树胶及类似的天然树胶产品与东盟自贸区成员国采用 12%的

协定税率（2009年再次降税）。2009年，中国对复合胶关税进行调整，除了越南维持 5%的税率外，其他

东盟国家调至零关税。 

第五阶段：2009-2012 年。烟胶片的关税调整为在 20%从价税和 1600 元/吨从量税中从低征收关税。

                                                             
1 参考资料：刘瑞金、魏宏杰、杨琳：《天然橡胶价格波动研究：规律发现、市场关联与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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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类天然橡胶在 20%从价税和 2000元/吨从量税中从低征收关税。天然胶乳关税不变。 

第六阶段：2013-2014 年。烟胶片和技术分类天然橡胶的关税统一调整为在 20%从价税和 1200 元/吨

从量税中从低征收关税。天然胶乳关税不变。 

第七阶段：2015年至今。烟胶片和技术分类天然橡胶的关税调整为在 20%从价税和 1500元/吨从量税

中从低征收关税。天然胶乳关税不变。复合胶结束了零关税的历史，税率上调为在 20%从价税和 1500 元/

吨从量税中从低征收关税。尽管从 2007 年开始我国对天然橡胶就实施选择关税，但由于天然橡胶进口价

格长期高于从价税和从量税的平衡点，因此进口时一般按照从量缴纳关税。 

我国天然橡胶关税经历多次调整，但其调整原则都是稳定市场价格，既要防止价格过低对天然橡胶产

业造成伤害，又要减轻价格上涨对下游企业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关税变动对天然橡胶进口量的影响 

天然橡胶进口成本计算公式为：进口成本=到岸价*汇率+关税+增值税+港杂费（港杂费一般为 300 元/

吨左右）。在国家取消了指定经营和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后，关税成为了天然橡胶进口成本中的重要可

变因素。以目前天然橡胶进口价格计算，关税大约占进口成本的 10%。从理论上说，若增加关税则会提高

国内天然橡胶的价格，并减少进口量。相反，只要降低关税就可以降低国内天然橡胶价格，并增加进口量；  

图 1：小国情形下关税效应的局部均衡。 

 

从图 1可以更好地理解关税变动对进口量的影响：假设 S为国内生产者的供给曲线，D为国内消费者

的需求曲线，Pt 为征收关税后的国内价格，Pw 为征收关税前的世界价格。则关税带来的生产效应：国内

市场价格上升，国内厂商扩大生产量，产量由 Q1 增加到 Q3；消费效应：，国内市场价格上升导致消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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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下降到 Q4。税收效应在图中以 c 区域表示，征收的关税由政府获得，形成财政收入。将生产效应和消

费效应综合起来看就是关税的贸易效应，关税的贸易效应指一国征收关税使该商品国内价格上升，导致消

费量减少，最终使得进口量减少，减少量在图中以 Q1Q3+Q4Q2表示。若关税减少，则产生的效应相反。 

由于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我国天然橡胶进口量基本呈现连年递增的趋势，但每年递增的速度却有差

异，这其中关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对天然橡胶实行绝对配额管理，因此每年进口量变

化不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天然橡胶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下游用胶企业对天然橡胶的需求不

断增加。因此在 2000 年国家放弃绝对配额管理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内外适用差别税率后，天然橡胶

进口量增加了 1倍。2002 年放弃配额，实行统一税率后，2003年开始天然橡胶进口量进入稳步增长阶段。

2007 年，天然橡胶选择性关税开始实行，关税负担进一步下降，但当年进口量增长却不明显，只有 2%。

其中原因可能是国内天然橡胶需求增长放缓；当年国内天胶产量增长较多，增幅达到 9%；以及国际胶价不

断上涨，使得进口成本并未因为关税降低而降低等。2010年，天然橡胶关税再度下调，再加上四万亿投资

的刺激也使得需求显著增加，天胶进口增速再度提高至 9%。2013 年，当关税又一次降低时，天然橡胶进

口增速也随之提高到 14%。2015年，经历了 9年三次下调之后，天然橡胶关税第一次调高。但由于当年复

合胶被取消了零关税，税率调至与烟胶片和标准胶一样，上调幅度远大于天然橡胶。因此贸易商在大幅减

少复合胶进口量的同时增加了天然橡胶进口，因此天胶进口增幅并未明显下滑（请见图 2）。 

总之，从历史数据看，关税作为国家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对天然橡胶进口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他因素，国内天胶产量、汇率、替代品价格、国内需求等等都会增强或削弱关税产生

的影响。 

图 2：中国天然橡胶年度进口量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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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税变动对橡胶进口结构的影响 

1. 天然橡胶内部进口结构的变化 

2007年之前，所有天然橡胶进口都采用同样的关税税率，但在采用选择税率之后，天然橡胶各品种间

的税率出现了分化：烟胶片和技术分类橡胶（标准胶）在每个阶段都采用同样的税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

势；乳胶的关税税率自 2007年之后就再未调整过，一直低于烟胶片和标准胶，但税率优势在缩小。 

烟片胶相对于其他天然橡胶性能最为优良，因此曾长期在轮胎生产中大量使用以此提高轮胎质量。但

近年随着子午胎的逐渐普及，烟片胶使用的必要性已大幅下降；此外，烟片胶初加工成本高，价格也较同

样作为轮胎用胶的标准胶高出不少，再加上关税税率也不具备优势，因此烟片胶的使用量和进口量呈现不

断下滑趋势，在天然橡胶进口中占比由 2003年的最高值 44%大幅跌落至 2016 年的 8%。 

标准胶随着加工工艺不断成熟，品质不断提升，其在轮胎中的使用比例也越来越高；从价格看，由于

其本身价格较低，从量缴纳关税时，关税占据的比例较大；因此关税的一再减少对其价格的影响也较大。

从 2012 年起，标准胶的价格优势开始显现，不仅低于烟片胶，甚至逐渐贴水国产全乳胶，最终使得其需

求和进口量大幅增加，在天然橡胶进口中的占比由 45%升高到 70%左右。 

乳胶的进口关税一直低于烟片胶和标准胶，其并不用于制造轮胎，而是用于生产枕头、床垫、气球等

生活用品。随着近年国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乳胶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其进口占比也有一定扩大，但

并不非常显著。 

图 3：天然橡胶分品种进口量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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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然橡胶和复合胶进口结构的变化 

复合橡胶是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添加少量的硬脂酸和丁苯胶（或顺丁胶或氧化锌或炭黑或塑解

剂）经混炼复合而成的橡胶。其成分和用途与天然橡胶都非常类似，因此在很多统计中习惯将两种橡胶统

一称为天然橡胶，但他们在缴纳进口关税上却相差甚远。按照中国-东盟关税互减第一步骤，2005年 7 月，

复合胶进口关税由 8%下调至 5%；2009年中国-东盟进口协定关税调整后，除越南外，从其他东盟国家进口

的复合胶关税都调整为零。2015年，复合胶进口重新被征收关税，税率和烟片胶以及标准胶一致。但关税

的上调并未对复合胶进口产生任何阻碍。这主要因为复合胶和另一种橡胶混合胶的成分也十分相仿，但却

分属不同的税则号，而混合胶目前仍适用零关税。因此贸易商在进口复合胶时常使用混合胶的名义以此规

避关税。也就是说尽管复合胶关税已经上调，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无需缴纳。 

复合胶关税一直都低于天然橡胶，尤其在实行零关税后，这种关税优势就更为突出。也就是说，只要

在天然橡胶中添加 0.5%-5%的其他成分，就可以在基本不改变天然橡胶质量的基础上轻松赚取两种橡胶关

税差之间的利润。这大大刺激了国内用胶企业直接进口复合胶以此替代天然橡胶，甚至有用胶企业将国外

采购的天然橡胶送进保税区，按自己的工艺要求添加非天然橡胶成分后再以复合橡胶的名义进口。低关税

的复合胶逐渐挤占天然橡胶的进口份额，其占比也由 2007 年的 25%上升至 2015 年的 36%。近两年由于价

差合适，天然橡胶期现套利愈来愈火爆。期现套利的主要现货标的并不是沪胶的交割品全乳胶和烟片胶，

而是复合胶。复合胶与沪胶关系十分紧密，且下游需求旺盛、流动性风险小；再加上零关税带来的成本优

势，使得其深受套利者的喜爱。2016年,复合胶进口占比快速升至 44%；2017 年前 10个月，该比例已达到

50%，复合胶进口量与天然橡胶持平。 

图 4：天然橡胶和复合胶进口量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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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混合胶关税问题 

    混合胶与复合胶的成分极其类似，从表 2可以看出，区别只在于是否添加了 0.5%的硬脂酸。但它们在

海关名录中却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橡胶：复合胶全称为未硫化规则块状复合橡胶，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

受零关税待遇，但从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缴纳选择性关税（请见上文）；混合胶全称为天然橡胶和合

成橡胶混合物，属于合成橡胶的一种，目前仍然无需缴纳关税。由于成分相似，为了规避关税，贸易商多

以混合胶的名义进口复合胶；因此以 15 年 7 月为界限，复合胶与混合胶的进口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请

见图 5-图 6），但实际上复合胶的进口并未因关税的增加而受到影响。 

                       表 2：复合胶与混合胶成分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5：中国复合胶月度进口量                                图 6：中国混合胶月度进口量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相较于其他行业，橡胶产业链比较特殊：从上游看，中国受地理气候等条件约束不适宜种植橡胶树且

产量也较小；但出于战略物资储备角度考虑又不得不保持一定的种植面积，不能完全依赖进口。从下游看，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天胶消费国，且天胶进口依存度较大，进口成本与企业利润息息相关。因此天胶进口关

税就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其必须在上下游产业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在扶持一方的过程中严重打压另

商品名称 成分

未硫化规则块状复合橡胶
天然橡胶95%-97%，丁苯橡胶
2.5%，硬脂酸0.5%。

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的混合物 天然橡胶95%-97%，丁苯橡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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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进入新世纪后，在下游橡胶产业协会的不断游说下，天然橡胶关税一降再降，給上游企业造成的压

力也越来越大。尽管国家通过财政补贴以及多次收储来缓解上游压力，但在 2011年国际胶价连续下挫后，

这些扶持手段仍然显得杯水车薪：以海南橡胶为例（请见图 7），其营业利润在 2011年三季度开始下滑，

2013年后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此外，中国天然橡胶产量近几年也出现明显减少，2016年产量较 2013 年

最高值减少了 10%（请见图 8）。上游企业对增加天然橡胶关税的呼声逐渐增大，2015年天然橡胶和复合

橡胶关税首次被上调。但由于混合胶的问题，关税的上升对天胶（复合胶）的进口量以及国内胶价的影响

都非常有限。 

图 7：海南橡胶营业利润                                 图 8：中国天胶年度产量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图 9：中国天然橡胶月度进口量                            图 10：中国橡胶月度总进口量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2018年，如果混合胶关税被上调或者混合胶标准修改导致贸易商逃避关税之路被堵死，国内天然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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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至少在短期内，会得到一定提振。2016年 7月，市场曾热炒海关将严格检测进口混合胶的成分以此

来杜绝通过混合胶进口复合胶的行为。虽然这次传言最终被证伪，但在短期内对当时低迷的胶价仍起到了

一定的提振作用：1701 合约在两周内累计上涨 795 点，涨幅为 6.4%。此外，关税的增加还将影响橡胶进

口量。首先，天然橡胶和复合橡胶的进口结构将发生变化。混合胶关税增收后，复合胶进口量将收缩，而

天然橡胶进口量则相对增加。由于复合胶添加了非天然橡胶成分，因此在使用性能上不如其他进口天然橡

胶。关税是复合胶最大的比较优势。如果关税上调，复合胶的进口成本或将高于标准胶，下游企业将更倾

向于使用标准胶。2015 年 7 月复合胶增收关税的首月，复合胶进口量快速下滑至 2.69 万吨，同比大降

81.68%。而在关税政策刚改变的前三个月，大部分贸易商还未通过混合胶这一通道来进口复合胶，因此标

准胶进口量同比大增，7-9 月总体上升 75%。其次，关税的增加将使橡胶进口增速有所收窄，国产全乳胶

的需求或将有所改善。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历史实际看，即使复合胶一部分进口量被天然橡胶替代，关税的

变化仍然会影响橡胶进口量。例如，2015 年国内天胶产量总体同比减少 5.5%，但该年 7-8 月，产量却同

比增加 11%（请见图 12）；这从侧面反映出复合胶关税的上调有力地提升了国产天胶的竞争力。相反，2015

年 7-8月，橡胶进口总量仅同比增加 6%，增速远小于国内产量增加，可见一部分进口增速被国产天胶所替

代。而复合胶是国产全乳胶最大的竞争对手，两种橡胶在制作工艺和使用性能上都较为相近。一般来说国

产全乳胶升水复合胶，但自 2016 年下半年来，全乳胶贴水复合胶的情况也常有发生。总体来说，目前全

乳胶和复合胶价格比较接近（请见图 11）。混合胶增收关税后，复合胶的进口成本将明显增加，价格也将

高于全乳胶，这对全乳胶的消费起到一个利好作用。 

但是，还有几个因素会限制混合胶关税调整对橡胶价格，尤其是对进口量的调节作用。首先，国内天

然橡胶产量太小，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且未来大面积扩种的可行性也不强，80%以上的天胶仍然需要

依赖进口。从长期趋势看，国内天胶下游产业逐渐向产地东南亚地区转移以此来规避原料进口关税以及产

成品出口的贸易壁垒。但这种产业转移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国产天胶对进口胶的替代作用较为有限，

不可能无限扩大。其次，火爆的期现套利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混合胶关税提高对橡胶进口量的影响。复

合胶作为期现套利最重要的现货标的，进口量近年节节攀升，今年前 10个月进口总量同比大增 40%。复合

胶套利优势非常明显，包括套利成本低、货源充足、市场流动性好、与沪胶关系紧密等等。关税上调后，

复合胶套利成本将有一定提高，但相较于国产全乳、标准胶和烟片胶，其仍然拥有较大优势，很大可能将

继续成为主要套利标的。最后，我国进口天然橡胶有多种贸易方式：包括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边境小额

贸易和保税区仓储转口贸易等。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橡胶需要缴纳关税，而以加工贸易进口的橡胶则不

需要。因此，为减少关税，国内企业通常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复合胶用以生产内销轮胎，而以加工贸易方

式进口天然橡胶用以生产外销轮胎。如果复合胶进口也需要缴纳关税，企业可以故伎重演，同样以加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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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式来进口复合胶。当然，中国轮胎生产不可能全部用以出口，这种方法不能帮助企业逃避所有关税。 

图 11：国产全乳-复合胶价差                              图 12：中国天胶月度产量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对于混合橡胶进口关税的增收，下游轮胎企业一直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今年两会上，相关代表甚至提

交了取消所有天然橡胶进口关税的议案。他们认为：首先，混合橡胶关税的上调对国内橡胶企业起到的利

好作用比较有限。橡胶企业利润的提高更多的还是要依赖国际橡胶价格的回暖。其次，我国轮胎产业体量

大、就业人数多、税收贡献大，并且对汽车等部门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是国内举足轻重的重要行业。而

目前轮胎行业面临种种困难，比如：橡胶价格的剧烈波动使得企业难以做好成本控制；国际贸易摩擦不断

增加，轮胎出口阻力重重；环保督查不断升级，辅料价格连续暴涨；以及下游需求疲软，走货不畅等等。

我们监测了 5家重要轮胎上市公司（包括黔轮胎 A、风神股份、S佳通、赛轮金宇和青岛双星）的净利率，

今年三个季度的平均净利率比去年同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请见图 13）。我国轮胎企业大多实行低

成本战略，原料成本的提高，势必将导致其利润进一步收窄。此外，混合胶关税的增收还将给轮胎企业带

来其他弊端：比如迫使轮胎企业大量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进口橡胶，从而减少内销轮胎的生产，并增加外销

轮胎的生产，不得不继续维持“两头在外的格局”。这使轮胎企业不仅将国内市场份额拱手让与外资企业，

还不得不更多地面对国际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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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中国轮胎上市公司平均净利率 

 

资料来源：wind,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五、总结 

1）为保护国内橡胶产业，中国是全球少数对天然橡胶进口征收关税的国家之一。从历史看，关税的变化

都会对橡胶的进口产生一定影响。 

2）明年，混合胶关税的增收以及混合胶标准的修改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之一。复合胶零关税通道或将

关闭。 

3）如果混合胶（复合胶）关税被提高，其将对国内天胶价格，至少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再

者，对橡胶进口量也将产生一定影响：包括复合胶进口量收缩、标准胶进口量增加；以及橡胶总体进口增

速将有所收窄等等。 

4）但从较长时间看，混合胶（复合胶）关税的提高产生的综合效应可能并不非常显著：首先，国产天胶的

有限增产空间、复合胶期现套利的火爆以及通过加工贸易方式进口来规避关税等都会削弱关税增收对进口

价格、尤其是进口量的调节作用，以及对国内橡胶企业起到的利好作用；其次，目前我国轮胎企业经营面

临种种困难，原料成本的提高将导致其利润进一步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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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信达期货有限公司是专营国内期货经纪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

核发《期货经纪业务许可证》，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注册号 330000000014832），由信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是国内规范化、信誉高的大型期货经纪公司之一。

公司全新改版后的新网站 www.cindaqh.com 将以更快捷、更丰富的信息竭诚为您的交易提供最优的服务。 

公司总部设在杭州，下设浙江金华分公司、台州分公司、北京营业部、上海营业部、沈阳营业部、哈

尔滨营业部、大连营业部、石家庄营业部、广州营业部、深圳营业部、乐清营业部、富阳营业部、温州营

业部、宁波营业部、绍兴营业部、临安营业部 16 家分支机构，公司将以合理的地域布局和快捷的网络系

统竭诚为各地期货投资者服务。 

雄厚金融央企背景 

信达证券的主要出资人及控股股东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采取独家发起的方式，将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整体改制而成立，注册资

本 362.57亿元人民币。 

信达证券的主要出资人及控股股东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的前身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4月 19日，是经国务院批准，为化解金融风险，支持

国企改革，由财政部独家出资 100亿元注册成立的第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2010年 6月，在大型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中，中国信达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2012年 4月，首家引进战略投资者，注册资本 365.57 亿

元人民币。2013年 12 月 12日，中国信达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首家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国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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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分支机构 

●金华分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中山路 331号海洋大厦 8楼 801-810  （咨询电话：0579-82328735）        

●台州分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银安街 679号耀江广场商务楼 501-510 室  （咨询电话：0576-82921160） 

●北京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东土城路 12 号院 3 号楼怡和阳光大厦 C 座 1606 室   （咨询电话：010-

64101771） 

●上海营业部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399 号信达大厦 11楼 E座  （咨询电话：021-50819373） 

●广州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 号 20A2  （咨询电话：020-28862306） 

●沈阳营业部  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 25号 4层  （咨询电话：024-31061919） 

●哈尔滨营业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157 号盟科汇 A座 503室  （咨询电话：0451-87222486） 

●石家庄营业部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 30号万隆大厦 5层 （咨询电话：0311-89691998） 

●大连营业部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座-大连期货大厦 2408 房间 

（咨询电话：0411-84807776） 

●乐清营业部  温州市乐清市双雁路 432号七楼  （咨询电话：0577-27857766） 

●富阳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 57号 1002 室  （咨询电话：0571-23255888） 

●温州营业部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京龙大厦 1幢十一层 1号  （咨询电话：0577-88881881） 

●宁波营业部  宁波市江东区姚隘路 792号东城国际 212-217 室  （咨询电话：0574-28839998） 

●绍兴营业部  绍兴市凤林西路 300 号环宇大厦 1402、1403    （咨询电话：0575-88122652） 

●临安营业部  浙江省临安市钱王大街 392 号钱王商务大厦 8楼  （咨询电话：0571-63708006） 

●深圳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 4001 号时代金融中心 4楼 402-2  （咨询电话：0755-8373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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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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