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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提示（说明：数据、事件、节假日交易日提示） 

            

 

 

 

 

【跨期套利】 

 

 

品种合约 机会类型 操作计划 操作评级 

L1801 轻仓短空 
LLDPE1805合约建议在 9600-9700附近买多，

止损 9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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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   胶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区间震荡 

焦点事件数据 
1、11 月日本合成胶出口量同比增加 2.1%，出口中国同比微降 0.1%。2、11 月

日本轮胎出口同比降 5.2%。 

现货情况 
上海市场 16 年国营全乳报价在 12100 元/吨；越南 3L 报价 12000 元/吨；泰国 3

号烟片 14450 元/吨。 

上下游情况 国内橡胶产区进入停割期，青岛保税区库存继续增加，下游轮胎企业开工偏淡。 

库存仓单 上期所仓单 305290吨 

关键价位 支撑 13600；压力 14600 

其它 无 

 

《本周策略》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

评级 

短线（1周内） 区间短线 13600-14600 ☆ 

波段（1个月内） 区间操作 13000-15000 ☆ 

中线（1-3个月） 区间操作 观望 ☆ 

套利交易 观望 观望 ☆ 

现货套保 观望 观望 ☆ 

 

《图表解读》 

图1：橡胶期现走势图 

http://www.qinrex.cn/news/show-40603.html
http://www.qinrex.cn/news/show-40604.html
http://www.qinrex.cn/news/show-40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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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截至12月29日当周，上海市场16年国营全乳报价在12100元/吨；越南3L报价12000元/吨；泰国3

号烟片14450元/吨。 

图2：橡胶指数和库存走势图 

 
   小结：截至12月29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库存为393349吨，较上周增加10131吨。 

图3：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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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12 月初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较 11 月中旬增加 3.3%。天胶库存增加助推总库存回升，此外合成橡

胶库存小幅减少。 

 

甲  醇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震荡下行 

焦点事件数据 

1、四川川维 87 天然气制甲醇装置正常运行，计划 12 月 15 日检修停车。2、重

庆卡贝乐 85 天然气装置因限气问题于 12 月 11 日停车，重启时间不定。3、青海桂

鲁 80 万吨天然气装置 9 月 1 号停车，于 11 月 21 日点火，由于限气原因继续停车，

预计春节后重启。4、青海中浩 60 万吨天然气装置于 11 月 24 日因限气原因停车，

预计春节后重启。5、四川玖源 50 天然气装置因限气问题于 12 月 11 日停车，重启

时间不定。 

现货情况 甲醇现货报 3320元/吨 

上下游情况 港口下游烯烃装置正常，需求量稳定 

库存仓单 0张 

关键价位 支撑位 2800，压力位 3100 

其它 无 

《本周策略》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区间交易 2800-3100 ☆ 

波段（1个月内） 区间振荡 2800-3200 ☆ 

中线（1-3个月） 区间振荡 观望 ☆ 

套利交易 观望 观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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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套保  观望 ☆ 

《图表解读》 

图1：甲醇期价走势图 

 

   小结：江苏太仓甲醇贸易商主流商谈价下调40元/吨在3310元/吨附近，货源增加，成交一般。 

图2：甲醇仓单走势图 

 

   小结：截至12月29日，甲醇注册仓单为0张，有效预报0张。 

 

沥  青

--------------------------------------------------------------------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区间震荡 

焦点事件数据 
1、云南将新改建农村公路 5 万公里以上。2、贵州预计今年底新改扩建农村公

路将超过 8 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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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情况 沥青现货报 2650元/吨 

上下游情况 国内沥青供应充裕，北方需求转弱  

库存仓单 100730吨 

关键价位 支撑位 2550，压力位 2680 

其它 无 

《本周策略》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区间震荡 2550-2680区间交易 ☆ 

波段（1个月内） 区间振荡 2500-2800区间交易 ☆ 

中线（1-3个月） 区间振荡 观望 ☆ 

套利交易 价差合理 观望 ☆ 

现货套保 现货变化不大 观望 ☆ 

《图表解读》 

图1：沥青期价走势图 

 

   小结：截至12月29日，东北地区报价在2400元/吨；华东地区报价2650元/吨；华北地区报价2550元/吨；

华南地区报2700元/吨；山东地区报2550元/吨；西北地区报3300元/吨；西南地区报3450元/吨。 

图2：沥青仓单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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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12月29日，沥青库存为110865吨，增加1459吨。 

 

 

LLEPE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本周受库存不多及需求预期、基差、上游原料价格走强等影响 LLDPE价格偏强震荡 

现货情况 华北市场 7042型号价格在 9800元/吨，较上周增加 150 

上下游情况 

短期供需面无明显多空矛盾，供应方面，华东装置检修据隆众统计开工率小幅下降，石

化库存低位，港口库存方面因一月报盘较少，供应压力不大。需求方面，下游开工受冬

季错峰生产影响，开工率略下滑，但节前备货需求预期，对市场有提振，短期基差滚动

升贴水。短期在禁止废塑料进口政策的实施及节前备货，石化库存相对低位，等利好影

响下，预计价格区间偏强震荡 

装置开工 

据隆众资讯统计，本周聚乙烯石化装置平均开工率在 95%附近，较上周下降 2 个百分

点。从区域上来看，华东地区开工率下降，主要受扬子及上海时候装置停车影响，其他

地区开工率变化不大。 

库存仓单 LLDPE仓单 4246 

关键价位 支撑位第一线 9600，压力位 10000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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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策略》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轻仓短多 

LLDPE1805 合 约 建 议 在

9600-9700附近买多，止损

9500 

☆ 

波段（1个月内） 逢低做多 逢低做多 ☆ 

中线（1-3个月） 震荡 观望 ☆ 

套利交易 观望 观望  

现货套保 观望 观望 ☆ 

 

 

《图表解读》 

 

图1：PTA期现走势图 

 

   小结：截至 12月 29日当周，华北 LLDPE现货报价 9800，L1805期价与现货基差为 0，维持在正常区间 

图2：PP库存期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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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 12月 29日，大商所 LLDPE注册仓单为 3899张 

图3：LLDPE社会库存走势图 

 

  

 小结：本周聚乙烯社会库存总量下降，降幅在 7.1%，比去年同期高 15.1%。目前四大地区石化库存均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比去年同期低 6.3%。贸易商方面，虽然为完成月度任务，使得石化库存向合同户转移，

但行情走势不明确，且终端需求偏弱，商家积极出货，库存量一直控制在中等偏低水平。 

 

 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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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本周受上游原料价格坚挺及库存低位及后市需求预期影响价格偏强震荡 

现货情况 华东 T30S现货报价 9250元/吨 

上下游情况 

短期上游原料价格坚挺，基本面无明显的多空矛盾，供应面华东地区开工率小幅下降，

石化库存维持低位，部分石化月初定价上调，再加上年初禁止废塑料进口政策实施及节

前备货需求，对期价有一定支撑。 

装置开工 

本周聚丙烯粒料全国企业开工率在 95%，较上周下降 0.3 个百分点。区域方面来看，各

地区开工率均变化不大，华东地区装置小幅降负荷生产，开工率有所小降，其它地区装

置情况变化不大。 

库存仓单 PP仓单 2732张 

关键价位 支撑位 9100，压力位 9400 

其它  

 

《本周策略》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区间逢低做多交易 

PP1805 合 约 建 议 在

9100-9400 区间逢低做多

交易 

☆☆ 

波段（1个月内） 宽幅震荡 观望 ☆ 

中线（1-3个月） 宽幅震荡 观望  

套利交易 - -  

现货套保 观望 

 ☆ 

 

 

《图表解读》 

图1： PP期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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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 12 月 29 日当周， PP 华东宁波绍兴 T30S 报价 9250 元/吨，PP1805 合约期价 9285 元/吨，

基差-35，基差处在正常区间。 

 

图2：PP库存期价走势图 

 

   小结：截至12月29日，大商所PP注册仓单为2536张 

 

 

图3：PP库存走势图 



                                                                                市场研报★策略周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热线：4008-8787-66                 

www.rdqh.com 

 

   小结：据隆众资讯跟踪数据统计，本周国内主要石化、石油库存较上一周期减少 7.08%，贸易商库存较

上一周期减少 6.24%，社会整体库存较上周减少 6.93%。临近月底，代理商为完成计划量多积极开单，且正

值年终，贸易商去库存意向浓厚，下游工厂入市接手部分货源，石化企业和贸易商库存均有消化。下周，

正值元旦佳节，部分贸易商将放假休市，预计社会库存将小幅上涨。 

 

PVC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受上游原料价格坚挺及节前备货预期提振价格偏强震荡 

现货情况 华东 PVC电石法现货报价 6500 

上下游情况 

上游原料电石价格略有松动，乙烯价格坚挺。短期 PVC 库存虽然不高多数企业没有库

存压力，但需求淡季，下游对采购积极性不高，现货供应呈现增加趋势，日内现货价格

基本持平，短期关注禁止废塑料进口政策实施情况及下游节前备货的需求力度对行情的

支撑力度。 

装置开工 宁波韩华 12 月 25 日停车检修，预计 1 月 7 日恢复。 

库存仓单 PVC仓单 691张 

关键价位 支撑位第一线 6550，压力位 6850 

其它  

 

《本周策略》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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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1周内） 逢低做多 
PVC1805 合 约 建 议 在

6550-6850区间逢低做多 

☆☆ 

波段（1个月内） 宽幅震荡 观望 ☆ 

中线（1-3个月） 宽幅震荡 观望  

套利交易 - -  

现货套保 - 

- ☆ 

 

 

《图表解读》 

图1： PVC期现走势图 

 

   小结： PVC华东电石法报价 6500元/吨，PVC1805合约期价 6655元/吨，基差-155，短期存在一定的修

复要求。 

 

图2：PVC库存期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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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12月29日，大商所PP注册仓单为69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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