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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操作建议

 隔夜美油震荡收阴。产区消息：据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近日报道，马来西亚种植及原产业部宣布，

马来西亚内阁已经同意调整橡胶生产津贴（IPG），该津贴在马来西亚标准胶 20 号（SMR 20FOB）跌

破每公斤 5.1 林吉特的门槛时启动。现货方面：9月 9日，国内现货价格反弹为主，变动范围 100元/
吨至 400元/吨，外盘价格同期反弹，变动范围 5美元/吨至 22.5美元/吨；期货方面，9月 9日 ru1601
主力合约高开冲高回落，日内涨幅 1.44%，下午三点尾盘收于 11,625元/吨，截止下午收盘，前 20名
主力持仓由昨日的净空头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632手，总持仓增加 16,700手。同期橡胶 1605合约，涨
幅 1.62%，持仓量增加 3,022手。从技术面看，橡胶冲高回落收阴，上方压力仍在，后市仍有下跌动
力。总体来说，橡胶供应端开始出现减产使得橡胶短线冲高，但现在为橡胶的旺产期，且需求暂无起

色，橡胶短期反弹高度或有限。鉴于隔夜大宗商品均由回调，建议今日橡胶区间偏空思路对待。

 操作上，建议操作者 ru1601主力合约区间偏空操作思路为主，压力位 11,700，支撑位 11,200。

一、相关数据信息

表 2：天然橡胶现货市场价格行情（卓创资讯）2015-9-9

表 1：SHFE（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行情 2015-9-9

品种 收盘价 涨跌 成交量 持仓量 总持仓增减

橡胶 1601 11,625 1.44% 975,906 209,566 16,700

橡胶 1605 11,910 1.62% 53,882 34,852 3,022

图 1：橡胶主力合约走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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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品种 今日价格（元/吨） 比上一交易日 成交情况

云南昆明

国标一号 10,500 ↑100
云南市场现货报价部分反弹，

成交一般
SCR5 10,200 →0

国营标二胶 10,000 ↑100

衡水

14 年云南民营（标一） 10,400 ↑200

现货报价部分反弹，成交一般

泰国 3#烟片现货无税 11,200 ↑200

越南 3L 10,600 →0

云南国营标一 10,200 →0

云南国营标二胶 10,000 →0

上海

国标一号 10,100 →0

上海地区天胶市场报价部分反

弹，成交一般

海南国营全乳 10,500 ↑400

泰国 3#烟片现货 17税
11,900 ↑300

云南国营标二 10,600 →0

浙江

海南国标一号 10,500 ↑400

浙江地区报价部分反弹，

成交一般。

云南国标一号 10,500 ↑400

泰国 3#烟片（老胶） 11,900 →0

云南标二胶 10,600 →0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表 3：天然橡胶现货外盘行情（卓创资讯）2015-9-9

城市 品种 今日价格（美元/吨） 比上一交易日涨跌

泰国
RSS3# 1400 +15

STR20# 1330 +5

马来西亚 SMR20# 1330 +15

印尼 SIR20# 1300 +22.5

越南 SVR3L 1305 +20

备注：2014年 11-2015年 1月船期 CIF中国主港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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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上海交易所（SHFE）天然橡胶（RU）主力合约成交持仓变动信息（2015-9-9）

成交量 增减 持买单量 增减 持卖单量 增减

前二十名

(ru1509)
499,119 232,769 47,968 5,333 61,462 5,473

表 5：上海交易所（SHFE）天然橡胶（RU）注册仓单变动（2015-9-9）

天然橡胶单位：吨

地区 仓库 期货 增减

上海
上海长桥 0 0

晶通化轻 0 0

中储大场 15,650 -60

中储临港 20,210 200

合计 35,860 140

山东

奥润特 13,920 -240

青岛 832 12,950 0

中远物流 31,130 -100

合计 58,000 -340

云南 云南储运 12,700 300

海南 新思科永桂 10,370 0

港航物流 17,660 -120

合计 28,030 -120

天津 中储南仓 16,12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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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物流 6,390 0

合计 22,510 180

总计 157,100 160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中信建投期货

二、热点聚焦

1、工信部昨日发布了 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最新数据。数据显示，根据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统

计，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2.45 万辆，同比增长近 4倍。此外，今年 1-8 月，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

12.35 万辆，同比增长 3倍。

2、据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近日报道，马来西亚种植及原产业部宣布，马来西亚内阁已经同意调整

橡胶生产津贴（IPG），该津贴在马来西亚标准胶 20 号（SMR 20FOB）跌破每公斤 5.1 林吉特的门槛时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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