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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3 日《每日期货投资观察》 
 

 

品种： 原油 

观察角度 名称 2日 涨跌 影响 

期货 

NYMEX 原油期货 12 月合

约（收盘价） 
54.54 +0.24  

Brent 原油期货 12 月合

约（收盘价） 
60.62 +0.13  

现货 
欧佩克一揽子油价 59.23 +0.7  

迪拜现货 58.2 -1.2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NYMEX 原油期货 12 月合

约 
53.5 55.2 

观点总结 

OPEC秘书长巴尔金都表示，沙特和俄罗斯均支持延长

减产协议，将努力在 11 月 30 日维也纳会议前达成一

致，减产协议延长预期及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支撑市场， 

EIA 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及成品油库存下降，短线
原油期价呈现高位震荡走势。 

 

 

品种： PTA 

观察角度 名称 2日 涨跌 影响 

上游 

PX FOB韩国 855.33 +0.66 
按 500 元加工费成本

估算 4930元/吨 

PX CFR中国 873.33 +0.66 
按 500 元加工费成本

估算 5020元/吨 

日本石脑油 565 -6  

期货 

PTA1801合约（收盘价） 5176 +12  

PTA1805合约（收盘价） 5216 +20  

1801合约和 1805合约价

差（5月-1月） 
40 -6 远月升水 

PTA持仓量（手） 865728 -17478 持仓继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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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 合约二十名多头持

仓 
267689 -18029  

1801 合约二十名空头持

仓 
303231 -143  

1801合约二十名净持仓 -35542 +16355 净空增加 

郑商所 PTA仓单 22026 +6202  

现货 

基差 
华东现货-1801 -11 -14  

华东现货-1805 -51 -8  

华东 PTA现货报价 5165 -5  

PTA中国到岸价 660 +5  

PTA装置开工率 80.63% 0 PTA产能 4385万吨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PTA1801合约 5100 5300 

市场焦点 

1、交易所仓单处于低位，PTA厂家库存 1-3天 

2、装置方面，仪征化纤 600万吨 PTA装置于 10月 11

日检修；三房巷海伦石化 1#装置 120万吨于 10 月 30
日重启；宁波利万 70万吨 PTA装置于 28日因故临时

停车。华彬石化 150万吨/年 PTA装置于 10月 31日进

行 PX投料，目前产品已出 

3、中石化 11月 PTA 挂牌价格执行 5500元/吨。 

观点总结 

国际原油震荡上行，亚洲 PX价格微幅上调，当前 PTA

动态加工费处于 640 元/吨左右。涤纶长丝价格持稳为

主，产销表现一般，PTA装置开工率处于 80%左右，整

体上，上游原料价格上涨抬升生产成本，下游需求表

现一般，整体呈现震荡走势。技术上，PTA1801 合约

考验 5100 一线支撑，上方测试 200日线压力。操作上，

5100-5300区间交易。 

 

 

品种： 玻璃 

观察角度 名称 2日 涨跌 影响 

期货 

玻璃 1801合约（收盘价） 1359 +13  

玻璃 1805合约（收盘价） 1298 +3  

玻璃1801和1805价差（5 -6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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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月） 

玻璃 1801持仓量（手） 197488 -57268 持仓大幅减少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63282 -16123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56796 -14945  

前二十名净持仓 4956 +506 净多小幅增加 

郑商所玻璃仓单 12 0  

现货 

基差 
沙河安全-1801 99 -8  

沙河安全-1805 160 -5  

沙河安全 5mm 浮法玻璃

报价 
1458 0  

武汉长利 5mm 浮法玻璃

报价 
1660 0  

巨润 5mm浮法玻璃报价 1573 0  

浮法玻璃生产线库存（万

重量箱） 
3207 +18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玻璃 1801 合约 1330 1370 

市场焦点 

1、产能方面，常熟耀皮 600 吨和江门华尔润 400吨计

划在本月点火复产，以生产在线镀膜和超薄玻璃为

主。漳州旗滨一线 900吨，浙江旗滨长兴一线 600

吨，安徽蓝实二线 600吨，以及福耀双辽 600吨等

生产线计划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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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总结 

国内玻璃市场整体持稳为主，市场需求和价格出现区

域分化，信心环比略有下降。华北沙河地区价格持稳
为主，生产厂家出库有所回升。华东、华南和华中等

地区现货出库情况基本正常，市场信心一般。消息称

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沙河地区停产不符合规定的生产

线，目前尚未有具体进展，当前部分冷修生产线计划

复产及北方地区需求趋于回落，整体玻璃期价呈现宽
幅震荡。技术上，玻璃 1801合约测试 10周均线压力，

下方受 5 日线支撑，短线呈现震荡走势。操作上，短

线 1330-1370区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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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沪胶 

观察角度 名称 2日 涨跌 影响 

外盘 

期货 日胶 03 合约（收盘价） 199.1 1.5   

内盘 

期货 

沪胶 1801（收盘价） 13785  190   

沪胶 1805（收盘价） 14255  195   

沪胶1801合约和1805合约

价差 
470    

持仓量变动（手） 319946  -2332 持仓量增加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76879 -691 多头减仓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96170 -873 空头减仓 

前二十名净空持仓 19291 空头占优势 

上期所仓单 382490 2420 仓单增加 

现货 

合成胶价格 13300 0   

上海 15 年国营全乳胶现价 11550 0   

基差 
现货-1709 -2235   

现货-1801 -2705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沪胶 1801 合约 13000 14200 

市场焦点 

1、2017 年 10 月 31 日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几无

变动。2、8 月美国轮胎进口同比降 5.6%，自中

国进口同比降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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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总结 

从库存情况来看，青岛保税区库存几无变动，体

现出目前国内供需情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但

国内重卡月度销售数据持续表现强劲，显示终端

需求表现较好。从下游情况来看，环保对于轮胎

行业的影响趋弱，国内全钢胎和半钢胎开工率环

比上涨。沪胶主力 1801 合约多空胶着，短期建

议在 13000-14200 区间交易。 

 

品种： 郑醇 

观察角度 名称 2 日 涨跌 影响 

期货 

郑醇 1801（收盘价） 2754  56   

郑醇 1805（收盘价） 2634  38   

郑醇 1801 合约和 1805 合

约价差 
-120   

持仓量变动（手） 660046  59034 持仓量增加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254264 34908 多头增仓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253056 21119 空头增仓 

前二十名净空持仓 -1208 多头占优势 

郑商所仓单 0 0   

现货 

江苏太仓现货价 2840 60   

基差 
太仓现货-1709 86   

太仓现货-1801 206   

装置动态 

1、山东明水 3#60 万吨新装置于 10 月 24 号下午开

始检修，预计 11 月 16 日检修结束。2、陕西榆天化

60 煤制装置于 10 月 20 日检修，于 31 号装置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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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出产品。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郑醇 1801 合约 2700 2800 

市场焦点 库存、下游需求 

观点总结 

目前上游库存普遍低位，山东地区由于山东联盟的重

启，库存较上周有增加。关中地区榆林凯越、陕西兴

化、甘肃华亭的装置重启，供应量增加，库存有所上

涨。福建港口地区本周库存依旧维持低位运行，船货

到港延期，本周到港量较低，库存低位，目前港口以

整理为主。主力1801合约仍建议采取逢低买入操作。 

 

品种： 沥青 

观察角度 名称 2日 涨跌 影响 

上游原料 美国原油 12（收盘价） 54.75 0.44   

期货 

沥青 1712（收盘价） 2482  4   

沥青 1806（收盘价） 2664  8   

沥青 1709 合约和 1712

合约价差 
182    

持仓量变动（手） 381964  -19076 持仓量减少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97392 -8278 多头减仓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132676 -1269 空头减仓 

前二十名净空持仓 35284 空头占优势 

上期所仓单 118300 0   

现货 华东地区现货价 25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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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 

华东现货

-1709 
38   

华东现货

-1712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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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 合约 2450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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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因素导致沥青下游施工进度放缓，沥青供给过

剩的情况愈发严峻。虽然随着环保督查的陆续结束，

下游道路施工可能出现赶工情况，一定程度上拉动

沥青需求，但越来越严峻的环保要求，对沥青市场

的负面影响是不能忽视的，短期不建议过分追涨。 

 

 

品种： LLDPE 

观 察 角

度 
名称 2 日 涨跌 影响 

上游原料 

现货 
东南亚乙烯(美元/吨) 1140  0    

东北亚乙烯（美元/吨） 1240  0    

期货 

L1801合约（收盘价） 9645  160    

L1805合约(收盘价) 9645  150    

L1801合约与 1805 合约价差 0    

持仓量（手） 376274  -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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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122398 3012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140144  3820   

净持仓 -17746    

L仓单日报 6984  -66    

现货 

天津大庆现货 9700 0   

基差 

华 北 现 货

-L1801 
55    

华 北 现 货

-L1805 
55    

L中东报价 1144  0    

L远东报价 1170  0    

操 作 策

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LLDPE1805 合约 9550 9750 

市场焦点 

中油华东 LLDPE价格下调 100：吉林/大庆

/独山子/四川 7042 定 9700、7042N 定

9700、兰化 7042H 定 9850、7042N 定 9700、

抚顺 7042报 9700、大庆 DNDA8320定 9950。

（单位：元/吨） 

观点总结 

短期石化库存减少，但下游需求逐步转淡，

价格上行动力有限，但原油及黑色系大幅

走高，对其有一定成本支撑，预计短期维

持区间宽幅震荡。LLDPE1801 合约午后增

仓上行，下方测试 9550附近支撑，上方测

试 9750-9800 附近压力，期价超跌后，日

内震荡回升回补缺口，短期呈现宽幅震荡，

建议 9550-9750区间交易。 

 

品种： PP 

观察角度 名称 2日 涨跌 影响 

上游原料 

现货 
国内丙烯 7625  0    

国外丙烯（美元/吨） 948  -2    

期货 

PP1801 合约（收盘价） 8815  138    

PP1805 合约（收盘价） 8927  137    

PP1801 合约和 1805 合约价差 112    

持仓量（手） 406710  -18258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146704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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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137389 8866   

净持仓 9315   

PP仓单日报 5007  -60    

现货 

宁波绍兴现货 8950 50   

基差 

华 东 现 货

-PP1801 
135    

华 东 现 货
-PP1805 

23    

PP远东 1120  5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PP1805 合约 8600 8850 

市场焦点 

中油华东 PP 粒部分下调 150，大炼 T30S

定 9000，锦西 1102K 定 8700，四川 L5E89

定 8700，抚顺 Z30S 定 9300，大炼 T38F定

8900，V30G 定 9200，EPS30R 定 9350，独

K8003 定 9450，EPS30R 定 9450。（单位：
元/吨） 

观点总结 

基本面上，短期石化库存下降，且上游原
料走强，对价格有一定支撑，但后市供应

压力回升预期，而需求不及往年，限制其

上行动力，短期维持区间宽幅震荡。技术

上，PP1801 合约震荡上行，因 KDJ指标拐

头向上，短期下跌幅度或有限，上方关注

8900 附近压力，下方测试 8600 附近支撑，

建议在 8600-8850区间逢低做多交易。 

 

品种： PVC 

观察角度 名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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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C1801 合约（收盘价） 6325  90    

PVC1805 合约(收盘价) 6420  135    

PVC1801 合约与 1805 合约价差 95    

持仓量变动（手） 63928  3088    

前二十名多头总持仓 63566 -7512   

前二十名空头总持仓 66253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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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持仓 920   

PVC仓单日报 1131  -140    

现货 

常州电石现货 6500  50    

基差 

华 东 现 货

-PVC1801 
175    

华 东 现 货

-PVC1805 
80    

PVC中国到岸价（美元/吨） 955.00 0   

操作策略 

技术分析 支撑位 压力位 

PVC1805 合约 6200 6500 

市场焦点 

1、山东信发60万吨/年PVC装置正常，

交还订单为主。今日价格下调 100元/

吨，电石法 5型出厂执行 6350 元/吨

现汇。 

观点总结 

短期北方进入冬季影响，整体需求不

及预期，再加上市场开工率回升，后

市供应增加预期，打压期价。但供应

增量不多及社会库存下降，而游电石

原料坚挺提振，成本处在盈亏线附近，

限制价格下跌空间。技术上，PVC1801

合约呈现震荡整理态势，短线下方关

注 6200前期低位支撑，上方关注 6500

附近压力，短期或维持区间宽幅波动，

建议暂且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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