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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8 日《每日期货投资观察》 
 

品种： 原油 

观察角度 名称 27日 涨跌 影响 

期货 

NYMEX原油期货 2月合约

（收盘价） 
59.64 -0.33  

Brent原油期货 2月合约

（收盘价） 
66.44 -0.58  

现货 

欧佩克一揽子油价 62.16 -  

迪拜现货 63.9 +1.3  

布伦特 DTD 66.1 +1.6  

胜利 60.3 +1.4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NYMEX原油期货 2月合约 58.8 62 

观点总结 

据悉利比亚发生爆炸的输油管道需要一周时间修复；

英国北海新油田投入生产暂时缓解福蒂斯油管产生的

负面影响，API 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继续大降，但

成品油库存增加，交易商获利回吐令油价有所回落，

短线原油期价呈现震荡冲高走势。 

 

 

品种： PTA 

观察角度 名称 27日 涨跌 影响 

上游 

PX FOB韩国 904 +3.67 
按 500 元加工费成本

估算 5170元/吨 

PX CFR中国 925 +3.67 
按 500 元加工费成本

估算 5280元/吨 

日本石脑油 600.5 +3.5  

期货 

PTA1801合约（收盘价） 5470 +26  

PTA1805合约（收盘价） 5472 +38  

1801合约和 1805合约价

差（5月-1月） 
+2 +28 远月小幅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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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持仓量（手） 916246 +56464 持仓增加 

1805 合约二十名多头持

仓 
281510 +29223  

1805 合约二十名空头持

仓 
348624 +15808  

1805合约二十名净持仓 -67114 -13415 净空减少 

郑商所 PTA仓单 16974 +1000 仓单处于相对低位 

现货 

基差 
华东现货-1801 175 +11  

华东现货-1805 173 +1  

华东 PTA现货报价 5645 +15  

PTA中国到岸价 715 0  

PTA装置开工率 80.48% 0 PTA产能 4385万吨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PTA1805合约 5400 5500 

市场焦点 

1、交易所仓单处于低位，PTA厂家库存 0-3天 

2、装置方面，扬子石化 65 万吨 PTA 装置于 11 月 26

日停车检修，原计划检修 20天，现推迟至 1月中旬重

启。翔鹭石化 PTA装置 11月 10日试运行，20日出合

格品，目前先复产 300 万吨。逸盛宁波 70 万吨于 12

月 17日重启；12月 13日桐昆嘉兴石化 220万吨 2期

新装置处于试车状态。珠海 BP 125 万吨 PTA 装置于

12 月 18 日检修，计划检修 15 天左右。宁波利万 70

万吨装置 20日停车检修，24日重启。 

3、中石化 12月 PTA挂牌价格执行 5800元/吨。 

观点总结 

利比亚一条输油管道爆炸，国际原油呈现冲高回落，

亚洲 PX价格小幅上调，当前 PTA动态加工费处于 870

元/吨左右，较前期略有回落。涤纶长丝价格持稳为主，

产销表现一般，PTA装置开工率处于 81%左右，宁波利

万 70万吨装置短停重启。上游原料价格上涨抬升生产

成本，交易所仓单处于相对低位，现货偏紧支撑期价，

PTA 闲置装置重启，远期供应压力回升，短线延续震

荡。技术上，PTA1805 合约上测 5500一线压力。操作

上，5400-5500区间交易。 

 

 

品种：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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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角度 名称 27日 涨跌 影响 

期货 

玻璃 1801合约（收盘价） 1499 -1  

玻璃 1805合约（收盘价） 1472 -17  

玻璃1801和1805价差（5

月-1月） 
-27 -19  

玻璃 1805持仓量（手） 461806 +10856 持仓增加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162977 +2944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120650 +6308  

前二十名净持仓 42327 -1049 净多小幅减少 

郑商所玻璃仓单 1002 0  

现货 

基差 
沙河安全-1801 42 -3  

沙河安全-1805 69 +16  

沙河安全 5mm 浮法玻璃

报价 
1541 0  

武汉长利 5mm 浮法玻璃

报价 
1697 0  

巨润 5mm浮法玻璃报价 1649 0  

浮法玻璃生产线库存（万

重量箱） 
3098 +21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玻璃 1805合约 1450 1500 

市场焦点 

1、产能方面，浙江旗滨长兴基地一条生产线计划 12

月底前点火复产，漳州旗滨一线 1000 吨计划 1 月

中旬左右点火复产。 

2、沙河地区玻璃生产企业要求从 10 月 1 日起开始限

产 15%，直到采暖期结束。 

3、河北省玻璃生产企业限产和违规项目停产整顿，上

级主管部门要求沙河地区停产不符合规定的 9 条

生产线；12月 2日邢台市再度要求沙河地区 13条

撤销排污许可证的生产企业（3条浮法、10条压延）

停产。 

观点总结 

国内玻璃市场整体持稳，生产企业出库环比略有减缓，

厂家出厂价格挺价运行为主。华北沙河地区价格持稳

为主，生产企业积极增加出库，贸易商和加工企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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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随提。华东、华中地区现货整体平稳；华南地区持

稳为主，市场产销良好。沙河地区玻璃在产产能下降

支撑玻璃期价，纯碱价格连续下跌带动成本回落，北

方地区需求转淡对期价上行空间有所压制。技术上，

玻璃 1805合约下跌，期价受 5日均线压力，下方趋于

回测 1450一线支撑，短线呈现高位整理走势。操作上，

短线 1450-1500区间交易。 

 

 

品种： 沪胶 

观察角度 名称 27 日 涨跌 影响 

外盘 

期货 日胶 05合约（收盘价） 212.9 0.5   

内盘 

期货 

沪胶 1801（收盘价） 13715  -125   

沪胶 1805（收盘价） 14170  -145   

沪胶1801合约和1805合约

价差 
455    

持仓量变动（手） 225160  2740 持仓量增加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83147 841 多头增仓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122137 1170 空头增仓 

前二十名净空持仓 38990 空头占优势 

上期所仓单 291890 2030 仓单增加 

现货 

合成胶价格 13100 0   

上海 15年国营全乳胶现价 12300 100   

基差 
现货-1709 -1415   

现货-1801 -1870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沪胶 1805 合约 13600 14600 

市场焦点 
1、11 月中国轮胎出口同比降 1.6%。2、11 月

中国天然橡胶进口同比连续增长势头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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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总结 

从库存情况来看，青岛保税区库存继续增长，体

现出目前国内供需情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国

内重卡月度销售数据环比继续下滑，终端需求有

所走弱。从下游情况来看，上周轮胎厂半钢胎开

工率环比虽有所回暖，但同比仍为下降，而全钢

胎则环比同比均下滑，显示整体需求仍不乐观。

沪胶主力 1805合约短期建议在 13600-14600区

间交易。 

 

品种： 郑醇 

观察角度 名称 27日 涨跌 影响 

期货 

郑醇 1801（收盘价） 3148  -73   

郑醇 1805（收盘价） 2861  -38   

郑醇 1801合约和 1805合

约价差 
-287   

持仓量变动（手） 42904  -21180 持仓量减少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237182 23219 多头增仓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254246 22852 空头增仓 

前二十名净空持仓 17064 空头占优势 

郑商所仓单 0 0   

现货 

江苏太仓现货价 3450 -120   

基差 
太仓现货-1709 302   

太仓现货-1801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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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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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郑醇 1805 合约 2860 3000 

市场焦点 库存、下游需求 

观点总结 

目前上游市场整体库存依旧不高，下游有一定的刚性

需求。山东地区库存一直处于低位，因价格过高，下

游虽有一定刚需，但是出货情况不是很理想。川渝地

区因限气问题，部分厂家停车，导致供应量减少，库

存低位。关中地区由于川渝地区缺货，大量货源流入

川渝，关中本地区的库存也持续低位。华东地区库存

压力一直不大，港口目前到货不多，未来半月华南会

有进口货源到港，但是预计库存紧张情况短期不会得

到缓解，甲醇主力 1805 合约建议关注期价在 2860

附近买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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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沥青 

观察角度 名称 27日 涨跌 影响 

期货 

沥青 1806（收盘价） 2630  26   

沥青 1812（收盘价） 2788  16   

沥青 1806 合约和 1812

合约价差 
158    

持仓量变动（手） 349422  4200 持仓量减少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95080 3120 多头增仓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115726 2240 空头增仓 

前二十名净空持仓 20646 空头占优势 

上期所仓单 90900 0   

现货 

华东地区现货价 2650 0   

基差 

华东现货

-1709 
20   

华东现货

-1712 
-138   

消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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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沥青 1806 合约 2530 2630 

市场焦点 沥青库存量 

观点总结 

目前沥青装置开工率维持在 60%以上的相对高位，

国产沥青供应量维持充裕，而下游终端需求萎缩，

沥青供给过剩的情况愈发严峻。北方气温下降明显，

刚性需求步入尾声，个别地方炼厂价格高位回调，

但南方需求较好，短期建议震荡思路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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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LLDPE 

观 察 角

度 
名称 27日 涨跌 影响 

上游原料 

现货 
东南亚乙烯(美元/吨) 1250  0    

东北亚乙烯（美元/吨） 1360  0    

期货 

L1809合约（收盘价） 9550  -100    

L1805合约(收盘价) 9745  -50    

L1805合约与 1809合约价差 195    

持仓量（手） 472706  -33710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152833 -7361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163457  -4643   

净持仓 -10624    

L仓单日报 4246  -133    

现货 

天津大庆现货 9800 150   

基差 

华 北 现 货

-L1809 
250    

华 北 现 货

-L1805 
55    

L中东报价 1129  0    

L远东报价 1155  0    

操 作 策

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LLDPE1805合约 9700 10000 

市场焦点 

中油华北线性定价涨 100。7042定 9800，

7047 定 9800，0209AA 定 9800，9047 定

9800，7042H定 9900，7050定 9900。（单

位：元/吨） 

观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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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方面，短期需求相对平淡，现货价格

受昨日期价走高提振今天报价上调，短期

预计基差滚动升贴水。因短期暂无北美的

进口报盘且废塑料进口政策的实施及节前

备货对塑料对市场有一定利好，而石化库

存相对低位，现货价格坚挺，预计期价维

持偏强震荡。LLDPE1805 合约日内小幅高

开震荡整理，短期下方测试 9700 附近支

撑，上方关注第一线 9800附近压力，第二

线 10000，短期建议依托五日线附近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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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观察角度 名称 27日 涨跌 影响 

上游原料 

现货 
国内丙烯 8275  0    

国外丙烯（美元/吨） 993  0    

期货 

PP1809合约（收盘价） 9140  -101    

PP1805合约（收盘价） 9250  -83    

PP1809合约和 1805合约价差 110    

持仓量（手） 449456  -60642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150372 -20971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149870 -17653   

净持仓 502   

PP仓单日报 2616  0    

现货 

宁波绍兴现货 9300 100   

基差 

华 东 现 货

-PP1809 
160    

华 东 现 货

-PP1805 
50    

PP远东 1150  0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PP1805合约 9200 9400 

市场焦点 

中油华东 PP 粒定价上调 50，大炼 T30S 定

9450，锦西 1102K 定 9150，四川 L5E89 定

9150，抚顺Z30S定9550，大炼T38F定9250，

V30G 定 9600，EPS30R 定 9400，独 K8003

定 9600，兰化 SP179定 9800。（单位：元

/吨） 

观点总结 

受黑色系走弱拖累，期价高开低走。短期

基本面无明显的多空矛盾。供应方面华东

地区开工率小幅下降，石化库存维持低位，

受昨日期货价格上涨提振，石化报价上调，

现货价格走高，临近月末再加上进口货源

较少，年初禁止废塑料进口政策实施及节

前备货需求，短期期现价格滚动升贴水。

技术上，PP1801合约日内高开低走，短期

上方关注 9400附近的压力，下方测试 9200

附近支撑，建议在 9200-9400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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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PVC 

观察角度 名称 27日 涨跌 影响 

上游原料 

现货 
西北电石价格 3450  0    

华中液氯价格 - 0    

期货 

PVC1809合约（收盘价） 6630  -80    

PVC1805合约(收盘价) 6595  -100    

PVC1801合约与 1805合约价差 -35    

持仓量变动（手） 296464  -15108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84358 -6064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109148 -2454   

净持仓 -24790   

PVC仓单日报 691  0    

现货 

常州电石现货 6540  40    

基差 

华 东 现 货

-PVC1809 
-90    

华 东 现 货

-PVC1805 
-55    

PVC中国到岸价（美元/吨） 875.00 0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PVC1805合约 6500 6700 

市场焦点 

鲁泰化学 PVC 厂区 36 万吨/年装置开

工正常。价格上调 30 元/吨，电石法

5 型出厂执行 6450 元/吨承兑，实盘

低 5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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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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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昨日期价上涨带动，厂

家出厂价格上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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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上，PVC1805 合约上行动力不足，日

内高开减仓下行，下方测试 6500附近

支撑，上方测试 6700附近压力，短期

维持 6500-6700区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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