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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投资策略—化工品 
              强烈关注：☆☆☆   积极关注：☆☆     一般关注：☆ 

        本周推荐 

 本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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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 1801

合约 
短空交易 

玻璃 1801合约依托 1390短空交易，目标

1345，止损 1405。 
☆☆ 

甲醇 1801 做多 2740 买入，目标 2840，止损 2690 ☆☆ 

LLDPE180

1合约 
短多交易 

LLDPE1801合约建议 9600附近建立多单，止

损 9500 
☆☆ 

    

    

    

    

    

时间 提示内容 影响领域 备注 

11 月 8 日 美国 API 原油库存 化工  

11 月 8 日 美国 EIA 原油库存 化工  

11 月 10 日 美国 CFTC 原油持仓 化工  

    

    

    

    

    

    

    

    

    

    

 

 

 

部门：瑞达期货研究院 

 &策略研究小组 

        

咨询电话：4008-8787-66 

网    址：www.rd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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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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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国际原油震荡冲高，PX价格上涨，PTA期价呈现震荡回升走势 

现货情况 华东市场报盘价格在 5175元/吨，较上周下跌 5元/吨 

上下游情况 PX价格出现上涨，江浙涤纶长丝市场行情稳中上涨，下游厂家需求尚好。 

装置开工 本周国内 PTA产量在 66.96 万吨，周平均开工率在 79.6%。 

库存仓单 国内 PTA厂家库存维持至 0-3天附近。 

关键价位 支撑位 5100，压力位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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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间震荡 
PTA1801合约5100-5300区

间交易。 

☆☆ 

波段（1个月内） 高位震荡 4800-5400区间波动 ☆ 

中线（1-3个月） 震荡 观望 ☆ 

套利交易    

现货套保 生产商5260上方适当介入套保  ☆ 

 

 

《图表解读》 

 

图1：PTA期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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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 11月 3日当周，华东主流现货和 1801合约报盘意向在平水至贴水 5-10元/吨附近，仓单和

1801合约报盘贴水 5-10元/吨附近，商谈在 5170-5180元/吨附近。美金盘 PTA市场船货报盘维持在 658-660

美元/吨附近，递盘维持在 655-658 美元/吨附近，PTA 一日游货源供应商报盘维持至 680-700 美元/吨，成

交有限。 

 

 

图2：PTA库存期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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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 11月 3日，郑交所 PTA注册仓单为 21365张，较上周增加 11271张，有效预报为 0张， PTA

仓单出现增加。 

 

 

图3：PTA现货生产利润图 

 

  小结：截至11月3日当周，PTA现货价格报至5150-5220元/吨；亚洲PX报价上涨至855-873美元/吨；以加

工费500元/吨计算现货动态利润处于盈利140至盈利26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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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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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北方地区需求回落，部分企业库存增加，玻璃期价呈现震荡回落。 

现货情况 
华中地区，武汉长利 5mm浮法玻璃出厂价报 1660元/吨；华北地区，河北安全 5mm浮法

玻璃出厂价报 1458元/吨，山东巨润 5mm浮法玻璃出厂价报 1573元/吨。 

上下游情况 
国内纯碱市场走势持稳为主，厂家延续上月报价，国内轻质碱出厂报价在 2200-2350

元/吨，重质碱送到报价在 2300-2500元/吨。 

装置开工 
 全国浮法玻璃总产能 12.88 亿重箱，在产生产线共计 239 条，在产产能 9.34 亿重箱，

产能利用率为 72.49%。 

库存仓单 浮法生产线库存为 3207万重箱 

关键价位 支撑位 1340，压力位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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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高短空交易 

玻璃 1801 合约依托 1390

短空交易，目标 1345，止

损 1405。 

☆☆ 

波段（1个月内） 宽幅震荡 1260-1400区间交易 ☆ 

中线（1-3个月） 宽幅震荡 观望  

套利交易 - -  

现货套保 生产商1370上方适当介入卖出套保 

 ☆ 

 

 

《图表解读》 

 

图1：玻璃期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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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11月3日当周，玻璃现货市场整体走势平淡，生产企业出库基本维持前期水平，部分地区市

场消费略有减缓。金九银十过后，房地产建筑装饰装修市场对玻璃原片及产品的消耗呈现自北向南的逐步

减弱过程，同时前期需求较好的南方地区也有影响的影响。前期沙河地区玻璃企业生产线有关排污证的事

件进一步发展，有关政府部门发出整改通知，具体执行效果有待考察。从现货价格方面看，仅有部分区域

厂家根据实际情况零星调整，对周边市场影响不大，对于后期现货价格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图2：玻璃库存期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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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11月3日，郑交所玻璃注册仓单为10张，较上一周减少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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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重卡销量环比下滑 9%。2、欧洲商用车前 9 月销量保持稳定，意大利

异军突起。 

现货情况 
上海市场 15 年国营全乳报价在 11650 元/吨；越南 3L 报价 12200 元/吨；15 年泰

国 3 号烟片 14200 元/吨。 

上下游情况 国内橡胶产区处于割胶期，青岛保税区库存止跌反弹，下游轮胎企业开工转好。 

库存仓单 上期所仓单 385930吨 

关键价位 支撑 13000；压力 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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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14200 ☆ 

波段（1个月内） 区间操作 12900-1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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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54.html
http://www.qinrex.cn/news/show-40453.html
http://www.qinrex.cn/news/show-40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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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截至11月3日当周，上海市场15年国营全乳报价在11650元/吨；越南3L报价12200元/吨；15年泰

国3号烟片14200元/吨。 

图2：橡胶指数和库存走势图 

 

   小结：截至11月3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库存为488364吨，较上周增加10196吨。 

 

图3：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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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 10 月 31 日，青岛保税区天然橡胶库存延续下滑，合成橡胶库存继续增加。合成橡胶库存的

增量被天然橡胶库存减少所抵消。总体来看，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几无变动。 

 

甲  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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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震荡上行 

焦点事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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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

没出产品。 

现货情况 甲醇现货报 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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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压力位 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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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2850 ☆ 

波段（1个月内） 区间振荡 2500-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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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仓甲醇主流报价稳定在2850元/吨附近，库存低位，货源紧张，出货较好。 

图2：甲醇仓单走势图 

 

   小结：截至11月3日，甲醇注册仓单为0张，有效预报1900张。 

 

 

 

沥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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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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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货情况 沥青现货报 2480元/吨 

上下游情况 国内沥青供应充裕，炼厂开工率提升，需求受环保检查影响而抑制。  

库存仓单 117120吨 

关键价位 支撑位 2450，压力位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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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2600区间交易 ☆ 

波段（1个月内） 区间振荡 2200-2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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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东北地区报价在2650元/吨；华东地区报价2480元/吨；华北地区报价2480元/吨；

华南地区报2550元/吨；山东地区报2420元/吨；西北地区报3300元/吨；西南地区报3080元/吨。 

图2：沥青仓单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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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截至11月3日，沥青库存为120348吨，减少8852吨。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

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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