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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 经济稳中放缓，逆周期调控政策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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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产区相继割胶，供应压力继续释放
3. 原料价格与成品价格背离，贸易商或在 4 月集中出货
4. 重卡销量符合预期 ，汽车下乡补贴支撑中长期需求
5. 出口胎出现下滑，中美贸易争端边际影响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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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面：经济稳中放缓，逆周期调控政策持续发力，货币政策中性偏宽松，
财政政策加码基建投资，大规模减税降费逐步落实，纠偏市场悲观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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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面：供应端，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难有改观，4月，国内开始割胶，但割
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期”待诚信
“货”真价实

初期产量较低对橡胶价格影响有限。4月1日增值税下调或将提振贸易商集中出货
意愿，不利橡胶价格。需求端：下游橡胶加工厂采购意愿不足，成交不旺，对价
格支撑力度有限。
投资策略：4月上旬在税改政策的影响下贸易商或将加大出货力度，胶价缺乏利
多支撑料以下跌为主，投资者可考虑逢高沽空策略；4月中下旬泰国大选事件及一
带一路会议将持续升温，市场期待政策出台相关政策以支持胶农，胶价或将因此
而再度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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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 月行情回顾
3月以来沪胶主力呈现冲高回落态势，截止3月26日，沪胶主力最高上冲至12960
点，而后震荡下行至11795点，跌幅达8.9%。笔者认为沪胶这轮下跌主要是需求不
及预期、供应过剩、产业面缺乏利多消息导致。目前处于东南亚主产区停割期间，
外盘原料价格在年前减产的背景下持续走高，贸易商收购原料的价格中枢提高进货
成本增加，贸易商不愿低出，而下游橡胶加工厂需求平平，基本维持刚需采购，市
场上现货成交稀少，橡胶现货市场呈现“上游不愿卖，下游不愿买”的胶着状态，
而国内上期所橡胶库存依旧高企，库存拐点遥遥无期，市场缺乏利多消息指引，橡
胶市场震荡下行。
图1:沪胶冲高回落，基差处于正常区间

图2：国内主要橡胶现货冲高回落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经济稳中放缓，逆周期调控政策持续发力
国内经济增速稳中放缓,逆周期调控政策持续发力。2019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1%，相比前值上涨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
同比增长11.6%，上涨2.1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9%，相比前值下降
3.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高于预期，主要是受到房地产投资增速提高，但从新
开工面积以及成交土地面积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前景不容乐观，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未来还需依靠基建投资。
2019年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857亿元，同比多增465亿元，环比少增23442亿元；
2019年2月M1同比增长2%，较前月上涨1.6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8%，较前月下跌0.4
个百分点。2月的货币金融数据受到春节因素扰动比较大，但总体来看，2019年新
增社融规模有望增长，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可期。
从市场景气度预测指标来看，自去年12月官方PMI与财新PMI落入荣枯线50以下，
2019年2月官方PMI为49.2，较前值继续下降，财新PMI为49.9，较前值有所上升，
但依旧处于荣枯线50以下，预示着当前市场对短期经济比较悲观，目前国家正在从
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方面努力对冲下行周期，纠偏市场预期，货币政策维持中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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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财政政策刺激基建投资、大规模降税减费，同时国务院高度重视天然橡胶产
业结构，努力提高橡胶生产能力，改变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并加大“一带一
路”建设，政策面的刺激将逐步修复市场信心。
图3:官方PMI与财新PMI位于荣枯线下方

图4：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上升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基本面分析
1.国内外产区相继割胶，供应压力继续释放
2018年ANRPC天然橡胶总产量为1220.97万吨，消费总量为922.9万吨，出口总
量1028.1万吨，进口总量800.7万吨，2018年ANRPC橡胶市场供应量高于需求量，整
体处于供大于需的格局。1-3月处于东南亚主产区割胶淡季，产量进入全年低点，
自4月之后成员国陆续割胶，供应或将逐步释放。2018年我国天然橡胶总产量为83.2
万吨，消费总量为567万吨，出口总量3.3万吨，进口总量539.17万吨，2018年我国
橡胶市场供应量约为622.37万吨，需求量约为570.3万吨，整体处于供大于需的格
局。自3月底，云南、海南地区相继割胶，割胶初期产量比较低对橡胶价格的影响
有限。

2．库存持续维持高位，令胶价承压
上期所高库存问题令橡胶价格承压， 库存矛盾制约橡胶反弹高度。春节之后，
橡胶的显性库存平稳增长，截止3月22日，上期所天然橡胶库存为44.3798万吨，较
月初43.8万吨上涨1.3%，处于近5年以来的高位，一般来说，库存是供需双方博弈
的结果，库存反应供需关系的动态与方向。高库存现象得不到缓解将制约橡胶价格
的反弹高度。

橡胶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图5: 泰国原料价格持续上涨

图6：上期所库存平稳增长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国内胶农仍有利润，4月胶水产量难有缩减
4月国内将陆续割胶，胶农割胶积极性取决于胶水的价格，一般来说，海南产
区胶水价格在11元/公斤开割率低，云南产区胶水收购价低于7元/公斤，会大面积
出现弃割，目前国内胶水价格高于这两个临界线，说明胶农依然会持续割胶，同时
近期国务院高度重视天然橡胶产业结构，努力提高橡胶生产能力，改变我国长期依
赖进口的局面，“保险+期货”模式陆续得到多家金融机构响应，胶农的基本收入
得到了保障，割胶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4．现货需求平平，贸易商成交意愿不足
从利润角度看橡胶市场，当前原料市场价格持续上涨，主要由于东南亚主产区
正值天胶产出淡季，年前的天气扰动导致部分地区减产，橡胶加工厂原料储备陆续
消耗，原料供应偏紧收购价格高企，供应商表示加工成本徘徊在成本线附近，无意
低出，而成品价格依旧低迷，主要由于下游工厂需求释放不及预期，基本维持刚需
采购，无过多采购意向，市场形成“上游不愿卖，下游不愿买”的胶着状态，现货
成交稀少，对于国内，部分贸易商不愿低出主要由于自4月1日增值税开始下调，贸
易商为赚取税差暂不出货，待4月出现集中出货或将继续打压橡胶市场价格。

5．重卡销量符合预期 ，汽车下乡补贴支撑中长期需求
我国天然橡胶约80%用于轮胎生产，轮胎市场大约分为三个方面：替换胎，约
占比36%；出口胎，约占比34%，我国生产的轮胎约一半用于出口；配套胎，约占10%。
与天然橡胶消费相关度比较高的是乘用车与重卡，乘用车轮胎主要是半钢胎，半钢
胎的天然橡胶成分不高约占28%，重卡轮胎是全钢胎，全钢胎的天然橡胶成分较高
约占41%。2019年2月份我国重卡市场共计销售各类车型7.8万辆，环比1月下降20.9%，
比上年同期的7.48万辆同比上涨4%，其中重型货车销量1.94万辆，重型货车非完整
车辆销量2.36万辆，半挂牵引车销量3.39万辆；2019年2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1
万辆和148.2万辆，环比下降40.4%和37.4%，同比下降17.4%和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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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一般是重卡销量的高峰期主要由于下游的房地产行业、基建行业陆续开
工，近期公布的挖掘机销量出现大幅上升，预示大批基建项目陆续开工，同时年初
国家批复对汽车下乡补贴政策也将出台相对应的政策细则，这也将支撑橡胶中长期
的需求。
图7：重卡销量增速同比上升，环比下降

图8：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量大幅下滑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从全钢胎、半钢胎开工率的季节性规律图发现，一般元宵节之后开工率呈现逐
步上升的趋势，截至3月22日，全钢胎开工率75.34%，较上期上涨0.7%，半钢胎开
工率为70.89%，较上期上涨0.62%,可见目前全钢胎、半钢胎开工率均维持相对高位，
主要由于近期多家轮胎厂相继提价，而橡胶成品价格依旧低迷，轮胎加工厂利润有
所提高，加大开工。
图9：全钢胎开工率持续上升

图10：半钢胎开工率持续上升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6.出口胎出现下滑，中美贸易争端边际影响递减
中美贸易争端第八轮磋商将在3月28-29日继续磋商，磋商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大幅下滑，2019年1月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为15.88万条，
环比去年12月下降69%，比上年同期的50.37万条同比下降68%。对于天然橡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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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对市场情绪影响较大。自2018年3月23日中美贸易争端开始，每当市场出现关
于中美贸易争端的消息都牵动着橡胶期货的走势，但随着边际递减效应，预计中美
贸易谈判边际影响逐渐缩小，市场逐渐回归产业层面。

7.合成胶与天胶价差收缩，对天胶消费拉动有限
合成胶与天胶价差大幅收缩，对天胶消费拉动有限。轮胎生产中除了天然橡胶
还有合成橡胶，一般合成橡胶价格低于天然橡胶，当合成橡胶价格大幅高于天然橡
胶，轮胎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会用天然橡胶替代一部分合成胶，从而带动天然橡胶的
消费。目前市场合成胶的种类很多，在轮胎中主要使用的是丁苯橡胶与顺丁橡胶，
笔者统计自春节之后丁苯橡胶与天然橡胶价差逐渐缩小，顺丁橡胶与天然橡胶价差
也逐渐收窄，截至3月15日，它们的价差分别缩小到150元/吨与150元/吨，较年初
价差750元/吨与1150元/吨大幅缩小500元/吨与1000元/吨，可见合成橡胶对天然橡
胶拉动作用有限。

8．关注泰国大选，潜在支持政策或将力挺胶价
4月下旬国家将召开“一带一路”会议以及正值泰国大选，目前我国正加大对
外开放，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橡胶产业无疑会受到市场的关注，届时或将出台
相关举措提升橡胶的价格，对于泰国大选，由于泰国是橡胶最大的生产国与最大的
出口国，而泰国近些年来由于橡胶价格持续低迷，胶农苦不堪言，总统候选人若将
获得选票将考虑胶农的选票，从而或将出台一系列举措提升橡胶的价格。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
宏观面：经济稳中放缓，逆周期调控政策持续发力，货币政策中性偏宽松，财
政政策加码基建投资，大规模减税降费逐步落实，纠偏市场悲观预期。
产业面：供应端，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难有改观，4月，国内开始割胶，但割
初期产量较低对橡胶价格影响有限。4月1日增值税下调或将提振贸易商集中出货意
愿，不利橡胶价格。需求端：下游橡胶加工厂采购意愿不足，成交不旺，对价格支
撑力度有限。
投资策略：4月上旬在税改政策的影响下贸易商或将加大出货力度，胶价缺乏
利多支撑料以下跌为主，投资者可考虑逢高沽空策略；4月中下旬泰国大选事件及
一带一路会议将持续升温，市场期待政策出台相关政策以支持胶农，胶价或将因
此而再度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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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67111561

重庆市渝北区东湖南路 333 号一栋 5 楼

成都高升桥路营业部

028-85587849

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 9 号辅 2 号

长沙万家丽中路证券营业部

0731-89978687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 318 号西子商业中心 BC 栋二楼

大连体坛路营业部

0411-62635080

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25 楼

杭州建国北路营业部

0571-28188700

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 276 号东联大厦 12 层

郑州商都路营业部

0371-55619805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 31 号

郑州陇海路营业部

0371-5331630

洛阳中州路营业部

0379-60691973

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 26 号

许昌建安大道营业部

0374-7386331

许昌市东城区建安大道东段键发御园 8 号楼 8-72、73 号

济南英贤街营业部

0531-66568156

济南市天桥区英贤街 19 号

昆明五一路营业部

0871-63629169

昆明市五华区五一路如安街三号

兰州金昌路营业部

0931-8823171

兰州市城关区金昌路 31 号华洋大厦 4 楼

南京广州路营业部

025-89610766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2 号龙世中心 603 室

南昌子安路营业部

0791-86667862

南昌市西湖区子安路 88 号新世界广场 B 座四楼

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路与桐柏路交汇处中原新城 B 座 23 楼
2301

宁波中山东路营业部

0574-87970505

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 1083 号世纪东方 COB 写字楼 1202

浦江江滨中路营业部

0579-89388266

浦江县江滨中路 110 号

石家庄青园街营业部

0311-89250802

石家庄市裕华区青园街 235 号

石家庄青园街营业部

0311-89250802

石家庄市裕华区青园街 235 号

太原新建路营业部

0351-8222621

太原市新建路 78 号新闻大厦 5 层

天津围堤道营业部

022-28250062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 53 号丽晶大厦 602

西安西长安街营业部

029-85292079

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46 号美林广场

厦门钟林路营业部

0592-6806103

厦门市海沧区钟林路 8 号海投大厦七层

厦门吕岭路营业部

0592-2178681

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120 号之十二及十三

武汉沿江大道营业部

027-82221727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228 号

合肥花园街营业部

0551-62642755

合肥市安庆路 78 号

合肥金寨路营业部

0551-63652729

合肥市金寨路 209 号

合肥长江中路营业部

0551-62847630

合肥市长江中路 327 号-1

合肥润安大厦营业部

0551-62835285

合肥市阜南路 166 号润安大厦 27-29 楼

合肥合作化南路营业部

0551-65193001

合肥市蜀山区合作化南路 88 号安高城市广场

合肥高新区营业部

0551-65370941

合肥市高新区黄山路与科学大道交口蓝鼎海棠湾 612 号

合肥桐城南路营业部

0551-63750818

合肥市桐城南路 358 号江南新里程

合肥大通路营业部

0551-62773677

合肥市大通路 51 号

庐江牌楼中路营业部

0551-87319134

庐江县牌楼中路 148 号

芜湖分公司

0553-3812465-120

芜湖市新芜路 100 号

芜湖北京中路营业部

0553-4822391

芜湖市北京中路 21-4 号

繁昌北门大道营业部

0553-7911168

芜湖市繁昌县北门大道 160 号

无为人民广场营业部

0553-6327597

芜湖市无为县无城镇人民广场 B1 区 5 号

蚌埠分公司

0552-2041580

蚌埠市胜利中路 111 号

蚌埠涂山路营业部

0552-2086301

蚌埠市财富广场涂山路 1869 号

怀远禹王路营业部

0552-8015753

蚌埠市怀远县城关禹王路鞋厂二楼 66 号

淮南分公司

0554-2689724

淮南市朝阳路 4 号

马鞍山分公司

0555-2322226

马鞍山市花雨路 306 号

马鞍山江东大道营业部

0555-3508666

马鞍山市江东大道东晖花园 3 栋 108 号

和县陋室西街营业部

0555-5325330

和县陋室西街 229 号农行西附楼

淮北古城路营业部

0561-3047345

淮北市古城路 166 号二楼

濉溪淮海路营业部

0561-6073144

濉溪县淮海路 361 号

铜陵淮河北路营业部

0562-2820400

铜陵市淮河大道中段 359 号

桐城龙眠西路营业部

0556-6133198

桐城市龙眠西路 1 号

安庆龙山路营业部

0556-5518428

安庆市龙山路 209 号

安庆宜城路营业部

0556-5562888

安庆市宜城路 1 号

宿松人民西路营业部

0556-7821138

安庆市宿松县人民西路 245 号

黄山前南新村营业部

0559-2311563

黄山市屯溪区前南新村 18 号

歙县鸿基商城营业部

0559-6536841

黄山市歙县徽城镇鸿基商贸城 17B 幢 3 楼

阜阳分公司

0558-2785673

阜阳市颍河西路 181 号

太和人民南路营业部

0558-8615038

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南路 9 号

界首东升路营业部

0558-4827973

界首市东升路 325 号

宿州分公司

0557-3043233

宿州市汴河路（育才巷口）

宿州淮海路营业部

0557-3096518

宿州市淮海北路两淮新城华安证券营业部

滁州天长东路营业部

0550-3022791

滁州市天长东路 169 号金光大道广场

枞阳金山大道营业部

0562-3251368

枞阳县枞阳镇金山大道 71 号

天长新河北路营业部

0550-7030229

天长市新河北路 130 号

六安分公司

0564-3313668

六安市梅山路 58 号

六安大别山路营业部

0564-3226613

六安市大别山路与解放路交叉口浙东商贸城 C 区

宣城鳌峰西路营业部

0563-3033591

宣城市鳌峰西路 9 号

郎溪中港路营业部

0563-7013102

宣城市郎溪县中港路北侧 15 号

广德景贤街营业部

0563-6041860

宣城市广德县景贤街 15 号

宁国津河东路营业部

0563-4032782

宁国市津河商贸大厦三楼

巢湖市巢湖路营业部

0565-82626174

巢湖市巢湖路 112 号

池州东湖南路营业部

0566-2027423

池州市东湖南路 198 号

亳州三曹路营业部

0558-5527159

亳州市三曹路 42 号

涡阳时代广场营业部

0558-7229966

阳县站前路 158 号

铜陵淮河路营业部

0562-2869803

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 4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