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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沪胶 2 月份触底回升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二、宏观基本面：
春节提振食品和服务价格，CPI 跳升至 2.4%；大宗普降 PPI
降至 3.5%。食品项方面，春节假期并未明显提振猪肉价格，节后猪
价更是跌势加快，2 月均价环比下跌 2.3%；鲜菜价格则受春节需求提
振影响显著，均价环比涨幅继续扩大至 10%以上；其他食品价格均小
幅上涨，水产品价格环比上涨 4%，鸡蛋价格基本持平前值。非食品
方面，2 月中旬成品油价格下调，但受 1 月底成品油价格大幅上调抬
升 2 月均值影响，预计交通工具用燃料项环比上涨 0.1%；春节假期
将提振旅游、机票等服务价格。春节假期提振食品和服务价格，预计
2 月 CPI 环比上涨 0.7%；春节错位影响下，预计 2 月 CPI 同比将跳升
至 2.4%。PPI 方面，春节假期导致下游终端需求大量停滞，主要大宗
价格或下跌或涨幅收窄，其中原油和水泥价格环比跌幅均超过 5%；
有色金属由涨转跌，环比下降 1.1%。预计 2 月 PPI 环比下降 0.2%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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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同比在高基数下大幅回落至 3.5%左右。

地产和基建拖累投资增速回落至 6.9%。1-2 月 100 大中城市
土地成交面积基本持平去年同期水平，同比增速大幅回落；同时，去
年同期前高后低的走势将拖累年初地产投资增速，预计年初地产投资
回落幅度将加大。制造业投资有望保持温和回升的走势；投资冲动叠
加财政督支出，基建投资全年有望保持前高后低，但严控地方债务、
PPP 入库项目集中清理等政策约束下，1-2 月基建投资增速将趋于回
落。1、2 月建筑业 PMI 分别大幅回落 3.4 和 3 个百分点，预计 1-2
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回落至 6.9%左右。

内外需趋降，进出口双双回落。 出口方面，从主要出口国制
造业 PMI 来看，海外经济景气度有所回落，PMI 新出口订单也回落 0.5
个百分点至 49%。2 月美国 Markit 制造业 PMI55.9%，较前值继续回
升 0.4 个百分点；欧元区制造业 PMI 回落幅度有所加快，较前值回落
1.1 个百分点至 58.5%；日本制造业 PMI 回落 0.8 个百分点至 54%。
鉴于去年较低的基数，预计 2 月出口增速仍将保持在 9.7%的较高增
速。进口方面，受春节延后影响，内需趋降；叠加高基数因素，预计
2 月进口增速将回落至 4.1%附近。

对公及按揭贷款仍有支撑。央行 4 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
房贷利率继续上行 0.25 个百分点至 5.26%。而据媒体报道全国多地
银行在春节后均上调了首套房贷款利率，这将缓解居民按揭贷款的进
一步上行。但是考虑到前期按揭贷款发放滞后的影响，预计 2 月居民
按揭贷款仍有支撑。表外回归表内，叠加实体信贷需求仍然不差，预
计对公信贷偏强。考虑到 2 月有春节的因素，工作日减少将对整个新
增信贷造成拖累，我们预期 2 月新增信贷为 9000 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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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需基本面：
1. 供给端
为提振橡胶价格，泰国方面提出砍伐橡胶树以及 5-7 月份暂停
割胶的计划方案，为多头提供炒作支撑，推动橡胶期货快速反弹。期
市上涨，虽然一定程度提振天胶市场情绪，现货商报盘跟涨，但成交
方面却显平淡。主要因下游需求尚未启动，工厂开工负荷较低，消化
节前库存为主。因国内天然橡胶市场库存充裕，节后归来，市场贸易
商有意放货降低库存，报盘积极主动。截至 3 月 1 日，华东市场 16
年全乳胶 12200-12350 元/吨，泰国三号烟片 14850-14900 元/吨，
越南 3L 胶 12000-12250 元/吨 不等。
另外，天胶主产区向低产季过渡，原料收购价格不断攀升，成本
端支撑同样明显。东南亚加工厂多调涨天胶船货价格，但由于国内下
游工厂开工负荷偏低，且内外盘倒挂加剧，市场买盘情绪颇为低迷，
成交气氛冷淡。截至 3 月 1 日，烟片胶参考 1850-1860 美元/吨，
泰标 1560-1570 美元/吨，桶装乳胶 1370-1390 美元/吨，民营越南
3L 报 1600 美元/吨，越南 10#胶 1450 美元/吨。
国内全乳胶现货报价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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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端
目前开工率处于春节前后的低点，等待三月份春节假期后下游消
费的恢复，开工率将重新季节性回升，出现阶段性的旺季生产。轮胎
厂家陆续开工生产，厂家整体开工大幅上升，陆续有轮胎厂家涨价消
息传出，但轮胎市场需求尚未恢复，交投气氛仍显清淡，下游终端对
此次涨价并未有明显回应，轮胎厂家出货情况一般，生产积极性受到
抑制。截止 3 月 1 日，国内轮胎企业整体开工率上升至 46.67%，全
钢胎开工率为 50%，半钢胎开工率为 48%，斜交胎开工率为 45%。轮
胎厂成品库存约为 15-25 天；中小型厂家原料库存周期多为 10-25
天，部分大厂为 20-30 天；轮胎厂订单周期多在 25-50 天。
轮胎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3. 库存
截止到 2018 年 1 月 17 日，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增加至 24.63 万
吨，较 1 月增加 1.07 万吨，增幅 4.6%。 其中天然橡胶增加至 13.7
万吨，较 1 月初增加 0.62 万 吨，增幅 4.74%；合成胶增值 10.54 万
吨，较 1 月初增长 0.45 万吨，涨幅 4.46%，复合胶库存 0.3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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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最新公布的上期所库存周报显示，天然橡胶注册仓单增加 6320
到 369070 吨，注册仓单继续大幅增长，库存高企成为压制价格的主
要原因之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三、后市判断：沪胶 3 月份有冲高回落风险
天然橡胶市场 3 月或存在冲高回落的风险。泰国保价政策的炒作
尚未结束，从期货技术面来看，5 日均线上穿 20 日均线形成金叉，
周 KDJ 指标、周宝塔线均出现做多信号，均预示期价还有上探并创
出新高的可能，关注 10 倍周均线 13400 附近的压制。现货市场，元
宵节后，下游工厂开工负荷将逐渐恢复，市场采买情绪好转。东南亚
主产区向减产停割期过渡，原料收购价格上涨，令美金胶价坚挺，从
而支撑国内市场行情。胶价的反弹并不是纯粹的炒作，是具有一定合
理性的。从中长期来看，天胶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且国内现
有库存压力明显，期货持仓结构也并未出现太多变化，趋势行情料仍
偏空。另外，“两会”在即，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大宗商品的走
势亦会影响胶市运行。综上，天胶市场多空并存，博弈明显，3 月恐
有冲高回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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