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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提要 

（1）一周行情回顾： 

 

橡胶 1701 合约日 K 线。 

本周，天胶价格震荡回落。 

（2）我们的观点： 

周内天然橡胶价格受美联储加息消息影响下跌。 

泰国市场价格下跌，泰国拍卖储备胶消息亦打压市场。短期内，天胶价格宽

幅震荡，略受均线压力。 

联储加息利空在短期造成压力影响商品价格。 

空单谨慎以 19600 附近为防御。勿过度追空，见低适度获利。 

年末临近，资金离场倾向明显，投资者注意风险。 

 

1705 合约参考范围：17800-1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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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盘价格： 

 

◎美金胶价格：外盘 RSS3 报 2360/2380（-60/-60），SMR20 2090/2110（-60/-60），

STR20 2100/2120（-60/-70），SIR20 2020/2040（-60/-60），SVR3L -（-），SVR10 

-（-）；RSS3 复合（CIF 青岛主港）-/-（-/-），SMR20 复合（CIF 青岛主港）2090/2110

（-70/-70），STR20 复合（CIF 青岛主港）2100/2130（-80/-70）。进口天胶价格有

所回落。 

 

  

三、现货橡胶价格 

◎12 月 22 日，顺丁橡胶参考价为 19174.55 元/吨，与 12 月 1 日(15547.27)相

比，上涨了 23.33% 

◎12月 22日，丁苯橡胶(1502)参考价为 18671.43元/吨，与 12月 1日(14857.14)

相比，上涨了 25.67% 

◎12 月 22 日山东地区天然橡胶市场价格下滑，15 年民营云南全乳在 16200 元/

吨，标二民营货源参考价格在 15100 元/吨，越南 3L 胶报价 17400 元/吨，泰三

烟片价格为 18800 元/吨，期货价格走低，现货价格下滑。 

  

  

四、橡胶生产与需求量 

◎据市场消息,泰国抛储最新进展,将于 28号竞标 92000吨,其中 6.8万吨烟片竞拍

起价 72 铢,2.4 万吨标胶竞拍起价 68 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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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3 日  

◎天胶期货库回升。上海期货交易所天胶期货库存 221430 吨，库存小记 282020

吨。  

 

 

 

  

◎ANRPC：前 11 月天胶产量微增 泰国出口良好 割胶面积稳增 

◎2016 年 12 月中旬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 105600 吨 

（中国橡胶信息贸易网） 

http://www.qinrex.cn/news/show-39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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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元、道琼指数和石油等： 

◎美东时间 12 月 22 日 16:00(北京时间 12 月 23 日 05:00)，道指跌 23.08 点，或

0.12%，报 19,918.88 点 

◎12 月 23 日 16 点 14 分美国 WTI 原油 52.66 美元/桶。  

◎12 月 23 日 16 点 14 分美元指数 103.070 。 

六、基本面分析： 

 

◎近期全钢胎和半钢轮胎开工率稳定在 7 成左右。 

◎欧洲央行：预计欧元区经济持续温和稳固复苏；全球过剩产能打压核心通胀；

准备好运用职权范围内一切可用工具，必要时可延长或扩大 QE；核心通胀将在

年关之际出现强劲回升。 

◎美国11月耐用品订单环比降 4.6%，预期降 4.7%，前值由增 4.6%修正为增4.8%；

11 月扣除运输类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增 0.5%，预期增 0.2%，前值由增 0.8%修

正为增 0.9%；11 月扣除飞机非国防资本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增 0.9%，创 8 月以

来新高，预期增 0.4%，前值增 0.2%。 

◎美国三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增速为 3.5%，预期 3.3%，此前公布的三季

度 GDP 初值为增 2.9%，修正值为增 3.2%。 

◎美国 12 月 17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27.5 万，创 6 月以来新高，预期 25.7 万，

前值 25.4 万。路透称，美国 12 月 17 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升至 6 月以来

新高，连续第 94 周低于 30 万人的门槛，为自 1970 年以来的最长周期，表明美

国就业市场非常强劲，处于或接近充分就业状态。 

  

基本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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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方面，美国经济政策风险加大，年末美联储加息和未来加息预期增加，

不利商品回升，使商品金融属性承受压力。但较好的经济数据支撑商品底价。天

胶下游方面，国内轮胎开工率相对稳定，重卡销量增加。合成胶价格有所回升。

这些因素支撑了近期天胶价格。 

 

七、技术分析： 

 

1705 合约 

◎日 K 线， Macd 指标数据为空。 

 

八、后市研判： 

◎短期内，天胶价格维持震荡。受季节变化影响进口橡胶和保税区橡胶供应

压力减少，但近期金融政策造成压力。 

 

九、操作建议： 

周内天然橡胶价格震荡回升。 

周内天然橡胶价格受美联储加息消息影响下跌。 

泰国市场价格下跌，泰国拍卖储备胶消息亦打压市场。短期内，天胶价格宽

幅震荡，略受均线压力。 

联储加息利空在短期造成压力影响商品价格。 

空单谨慎以 19600 附近为防御。勿过度追空，见低适度获利。 

年末临近，资金离场倾向明显，投资者注意风险。 

1705 合约参考范围：17800-19300 

 

建议中长期投资者，关注区间波动，控制仓位，不宜高位追单。 

对于日内交易者，关注股指，隔夜原油价格走向，以短期技术指标顺势交易，

勿追涨杀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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