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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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内天然橡胶价格一度回落后维持震荡。 

泰国市场价格回升，泰国拍卖储备胶消息一度打压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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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在犀利的下跌后进入震荡

格局，下一步随着春节资金和地缘政治问题影响，天胶下跌风险仍在。预计春

节过后，天胶价格会有所回升。 

空单谨慎以 18700 附近为防御。勿过度追空，见低适度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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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单谨慎逢低介入，短单获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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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18700 

 

二、外盘价格： 

 

美金胶价格：外盘 RSS3 报 2200/2220（-20/-20），SMR1960/1980（-10/-10），

STR20 1970/1990（-10/-10），SIR20 1900/1920（-20/-20），SVR3L-（-），

SVR10 -（-）；RSS3 复合（CIF 青岛主港）-/-（-/-），SMR20 复合（CIF 青岛

主港）1970/1990（0/0），STR20复合（CIF青岛主港）2000/2020（0/0）。  

  

三、现货橡胶价格 

◎12月 29日，丁苯橡胶(1502)参考价为 19057.14元/吨，与 12月 1日(14857.14)

相比，上涨了 28.27% 

◎12 月 29 日，顺丁橡胶参考价为 19165.45 元/吨，与 12 月 1 日(15547.27)相

比，上涨了 23.27% 

◎12 月 29 日山东地区天然橡胶市场价格上涨，15 年民营云南全乳在 16400 元/

吨，标二民营货源参考价格在 15500 元/吨，越南 3L 胶报价 17300 元/吨，泰三

烟片价格为 18400元/吨，现货价格上涨。 

  

  

四、橡胶生产与需求量 

◎根据泰国海关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泰国 11月份天然胶出口量为 38.93 万吨，

较 8月出口量增加 2..1 万吨，环比上涨 5.45%，同比下降 2.24%。 



                                         
 

 

 4 

  规划财富，成就梦想 

高效、严谨、敬业 

 

 

◎2016 年 12 月 30 日  

◎天胶期货库回升。上海期货交易所天胶期货库存 230980 吨，库存小记 29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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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收盘，道指跌 13.9 点，或 0.07%，报 19,819.78 点；标普指数跌 0.66

点，或 0.03%，报 2,249.26 点；纳指跌 6.47点，或 0.12%，报 5,432.09 点。 

◎周四美元汇率承压。原油期货价格基本持平。黄金白银期货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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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消息，2016 年 12 月 29 日，奥巴马宣布因俄罗斯涉嫌通过网络袭击

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而对俄进行制裁。另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媒体援引美国官员

的话报道，美国从华盛顿和旧金山驱逐 35 名俄罗斯外交官，令其 72 小时内离境。 

◎美国 12 月 24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26.5 万，预期 26.5 万，前值 27.5 万；12

月 17 日当周续请失业金人数 210.2 万，预期 202.7 万，前值 203.6 万修正为 203.9

万。 

◎美国 11 月商品贸易帐赤字 653 亿美元，预期赤字 616 亿美元，前值由赤字 620

亿美元修正为赤字 619 亿美元。 

◎标准普尔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表示，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对明年

加息三次的预测，主要是基于潜在的宏观政策转向的大背景。 

 

  

基本面分析： 

宏观方面，美国经济政策风险加大，地缘政治问题影响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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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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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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地缘政治风险提升。 

 

九、操作建议： 

周内天然橡胶价格一度回落后维持震荡。 

泰国市场价格回升，泰国拍卖储备胶消息一度打压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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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在犀利的下跌后进入震荡

格局，下一步随着春节资金和地缘政治问题影响，天胶下跌风险仍在。预计春

节过后，天胶价格会有所回升。 

空单谨慎以 18700 附近为防御。勿过度追空，见低适度获利。 

多单谨慎逢低介入，短单获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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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18700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本人不再担任道通期货研究专员一职，祝各位投资

者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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