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需矛盾阶段性改善，橡胶震荡偏强 

--2019年12月橡胶期货市场展望 

2019 年 11 月 27 日 

要点提示： 

1. 经济数据放缓，国内货币政策边际放松 

2. 国外主产区供应不及往年，供应压力有所改善 

3. 沪胶 1911 合约交割老仓单注销，上期所库存压力减少 

4. 泰国南部降雨，原材料价格上涨 

5. 泰国那拉提瓦府真菌病对橡胶市场影响有限 

6. 重卡销量同比增速上升，汽车销量增速同比降幅收窄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面：经济数据出现放缓，央行释放流动性宽松预期。供应端： 进入12月，

国外主产区供应高峰将退去，受降雨、病虫害影响产区供应不及往年，原料收购

价格坚挺，国内云南、海南将停止割胶，供应边际收紧，需求端：国内汽车、重

卡数据在政策刺激下存改善预期。 

行情观点：天然橡胶市场供需矛盾阶段性改善， 沪胶与20号胶震荡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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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 月行情回顾 

11月以来沪胶主力呈现震荡上行，截止11月25日，沪胶主力此间最高点12940

点，最低点为11805点，涨幅近9.6%。沪胶震荡上行一方面由于央行连续下调MLF

与LPR，市场降息预期发酵，另一方面供需面阶段性改善，随着沪胶RU1911合约

交割老仓单注销流入现货市场，远月期货合约库存压力减轻，同时主产区产量预期

减少升温，国内云南、海南地区即将停割，供应压力减弱，而需求端在汽车消费政

策预期下有望回暖。 

图1: 沪胶震荡上涨，基差维持正常水平            图2： 主流天然橡胶现货出现上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0号胶主力移仓至NR2003合约，11月以来呈现单边上涨态势，20号胶主力最

高点11640点，最低点10020点，上涨幅度达16%。由于20号胶也是天然橡胶的一

种，其走势基本跟随沪胶走势，20号胶下游需求主要是轮胎，统计局公布的重卡、

汽车市场销售正出现企稳回暖的迹象，近期工信部定调促汽车消费政策预期下，下

游需求改善预期正逐步发酵。 

 

图3: 20号胶单边上涨                              图4：港口20号胶主流现货单边上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经济数据放缓，国内货币政策边际放松 

国内10月经济数据出现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从货币供应量看，社融、信

贷数据大幅下降，10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6188亿元，同比下降1184亿元，环比下

降17127亿元；10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5469亿元，同比下降1671亿元. 环比

下降12142亿元；从实体经济数据看，工业、投资、消费增速均出现放缓，1-10月

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5.6%，较前值持平，1-10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5.2%，较

1-9月下滑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10.3%，较前值下滑0.2个百

分点，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4.2%，下滑0.3个百分点；10月社零售消费名义增速

7.2%，较前值下降0.6个百分点。 

国内经济数据放缓，央行释放流动性宽松预期。央行11月以来下调MLF与LPR

中标利率，预计净释放流动性约5565亿元，据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删去了

二季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的表述，强调“加强”逆周期调节，预计近期货币政策

转向边际放松。 

三．基本面分析 

1. 国外主产区供应不及往年，供应边际收紧 

国外主产区原料供应不及往年，国内云南、海南将停割，供应压力有所改

善。据ANRPC,2019年7月天然橡胶产量102.13万吨，1-7月累计天然橡胶产量

607.93万吨，低于2018年同期产量668.17万吨，主要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

三大主产区的橡胶树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真菌性病害影响，天胶产量较去年同期

下滑。从ANRPC月度产量季节图看出，进入12月供应高峰将退去，东南亚主产

区虽已进入季节性供应旺季，但受降雨、病虫害影响原料供应不及往年。 

图5：ANRPC月度产量季节图                     图6： 天然橡胶累计进口量同比下降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我国天然橡胶进口量同比增速下滑，混合胶再成为天胶进口最主要的品种。



 

据金联创， 2019年9月我国天然橡胶（含乳胶、复合胶、混合胶）进口量为42.87

万吨，同比下降13.09%，1-9月天然橡胶进口量为371.49万吨，同比减少8.95%。

其中，天然标胶进口占比34%，较8月份下降16个百分点，混合橡胶进口占比为

49%，较8月份增长12个百分点，天然乳胶进口占比13%，较8月份增长4个百分

点，天然烟片胶进口占比3%，较上月持平。  

沪胶1911合约交割老仓单注销，上期所库存压力减少。截止11月22日，上

期所天然橡胶库存为489541吨， 环比上期减少1165吨，较11月初482173吨上

涨1.5%。从上期所库存数据发现2019年累库速度较2018年显著放缓，随着沪胶

1911合约交割，老仓单流入现货市场或将冲击现货市场，基差由走弱的可能，

期货盘面仓单压力大幅减轻。 

图7：上期所库存出现下降                       图8： 沪胶1-9价差季节图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 泰国南部降雨，原材料价格上涨 

泰国东北部、北部、中部地区天气良好，天然橡胶产出正常，供应商已陆续开

始计划储备原料库存，而泰国南部零星有雨，降雨密度高于去年同期，原料供应稍

显偏紧，原料收购价格居高。截止11月25日，白片价格40泰铢/公斤，较月初上涨

2.7泰铢/公斤；烟片价格41.63泰铢/公斤，较月初上涨2.14泰铢/公斤；胶水价格38

泰铢/公斤，较月初上涨0.1泰铢/公斤；杯胶价格33.8泰铢/公斤，较月初上涨2.05泰

铢/公斤。     

 

 

 

 

 

         



 

图9：原材料收购价格小幅上涨                       图10：胶水与杯胶价差窄幅波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 泰国那拉提瓦府真菌病对橡胶市场影响有限 

泰国南部的一个重要橡胶产区那拉提瓦府（Narathiwat）的三个地区发现真菌

病，树龄较大的橡胶树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最后90%的叶子会掉光，并影响其乳

胶产出，市场预计此将影响受灾地区产量最高将削减50%，据测算，那拉提瓦府

2018年产量约为20万吨，按照泰国2018年产量487.88万吨，占比约4%，此受灾地

区产量占泰国总产量相对较小，同时暂时受灾影响范围没有进一步扩大，市场影响

或有限。 

4. 重卡销量同比增速上升，汽车销量增速同比降幅收窄  

据统计局，10月汽车产量229.5万辆，同比下降1.68%，环比增长3.9%，10月

汽车销量228.4万辆，同比下降4.03%，环比增长0.59%，汽车产销数据同比增速均

降幅收窄，环比涨幅回落；10月我国重卡市场销售各类车型91347辆，环比增长

9.3%，同比增长14%，重卡市场同比增速连续四个月增长；据乘联会，11月前17

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比下降13%，较10月同期降幅收窄2%，乘用车数据稍有

改善。 

 

 

 

 

 

 

 



 

图11： 重卡销量同比增速上升                    图12： 汽车产量增速回暖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5. 轮胎开工短期持稳，需求有所改善 

进入12月，北方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严格，轮胎需求有所抑制，近期山东淄博

等地发布重污染橙色预警，并启动 II 级响应方案，多数轮胎厂开工已处较低水平，

近期小幅度限产对该地轮胎厂开工影响不大，装置开工持稳。截止11月22日，全钢

胎开工率为67.58%，环比上升0.38%，半钢胎开工率为67.31%，环比下滑0.26%。 

2019年10月我国橡胶轮胎外胎产量为7128.9万条，当月同比增速3.4%，较前

值下降3个百分点，2019年1-10月橡胶轮胎外胎产量累计70328.5万条，累计同比

增速2.5%，较前值上涨1个百分点，2019年以来我国轮胎产量月度增速或随经济政

策因素出现波动，但累计产量增速出现明显改善，或由于轮胎企业原材料价格低迷，

而轮胎产品价格提价导致轮胎企业的盈利改善，企业逐步加大对轮胎的生产。 

图13：轮胎开工率持稳                         图14：轮胎外胎产量同比增速放缓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面：经济数据出现放缓，央行释放流动性宽松预期。 

供应端： 进入12月，国外主产区供应高峰将退去，受降雨、病虫害影响产区

供应不及往年，原料收购价格坚挺，国内云南、海南将停止割胶，供应边际收紧，

需求端：国内汽车、重卡数据在政策刺激下存改善预期。 

行情观点：天然橡胶市场供需矛盾阶段性改善， 沪胶与20号胶震荡偏强。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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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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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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