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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报告为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提供特定客户使用，不适

用于非特定客户。  

摘要： 

螺纹钢：期螺自前期上破 2200 关键压力位后维持强势，不

断走低的螺纹钢社会库存为钢价带来支撑。但是，当前需求端

难以支持钢价的持续上涨，后期随着复产的增加，供给压力会

逐渐增大。同时，考虑到期价升水较大，注意回调风险。操作

上，宽幅震荡思维对待。前期多单可考虑接近 2500 逢高止盈；

未持仓者等待回调买入机会，激进者可背靠 2500 试空，止损

2550。 

铜锌镍：虽然美国 6 月非农数据表现抢眼，但结合前期美国

公布的经济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的讲话，加上美国 11 月大选将

至，可以预计美国 9 月加息概率依然较小，美国推迟加息给予

商品市场宽松的环境。此外，日本方面，近期宽松政策预期持

续升温，全球货币宽松或助推大宗商品价格。中国方面，近期

公布的 PMI 以及财新 PMI 数据不及预期，此外，综合上周公布

的 CPI 以及 PPI、外汇储备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压力

依然较大，关注近期是否有政策刺激出台。基本面分品种看，

铜供强需弱格局短期未变，加工费走高反映出上游供给端供给

压力明显，铜价承压明显。锌由于上游矿山主动减产给予其价

格较强支撑。镍近期继续关注菲律宾环保限产消息，此外，从

菲律宾港口库存以及该国国内镍矿 1-6 月实际出矿量及发货量

来看均有所下滑，供应端供应压力有所缓解。综上，铜锌镍近

期偏多思路操作。从铜 1609 合约本周运行区间 35000-38500。

建议投资者短期偏多思路操作。从锌 1609 合约本周运行区间

15500-17500，偏多思路操作。从镍 1609 合约本周运行区间

75000-85000，建议投资者偏多思路操作。 

天胶：泰国橡胶去库存压力增大，加之割胶旺季到来，预

期产区原料价格承压回落。英国脱欧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影响，

泰铢将面临新一轮的升值压力，也对橡胶出口产生负面影响。

日 K 线图形橡胶反弹趋势被大阴线破坏，胶价跌回 11000 点多

空临界点下方，支撑位移至 10000 点整数关口，压力位移至

11100 点附近。橡胶反弹压力仍大，主力合约 Ru1609将弱势震

荡。主力合约 Ru1609 受阻于 13300 一线形成前期高位，短期在

12200 点附近短暂停留后快速下跌形成短期高位，多头、空头

都减仓。主力合约成交量保持活跃，日线级别的 MACD 绿柱放大。

主力合约 1609 压力位移至 11100 点一线，弱势偏空短空为主，

空头止损设在 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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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行情走势分析 

  内容与解读 

相

对

价

格

分

析 

期现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截止 7 月 8 日，螺纹钢期货主力合约较现货（上海三级螺纹钢 20mm）升水 225 元/吨,较前一周

增加 76 元/吨。有卖出保值需求企业可尝试卖出保值。 

期货月间

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截止 7 月 8 日，RB1705 合约较 RB1701 合约贴水 25 元/吨，较前一周增加 35 元/吨；RB1705 合

约较 RB1610 合约贴水 108 元/吨，较上一周增加 54 元/吨；RB1701 合约较 RB1610 合约贴水 83

元/吨，与前一周相比增加 19 元/吨。投资者可尝试多 1701 合约空 1610 合约套利。 



 

  

2 

工业品各品种周度报告 

[table_page] 工业品各品种周度报告 

研究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螺纹钢-

钢坯价差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截止 7 月 8 日，螺纹钢期货主力合约与唐山 Q235 钢坯价差为 355 元/吨，与前一周相比上涨 66

元/吨，上涨 22.48%。 

螺纹钢-

铁矿石比

价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截止 7 月 8 日，螺纹钢铁矿石期货比价 RB10/I09 为 5.6860，较前一周增加 0.1065，增加 1.91%。

比价下行空间有限，投资者可背靠 5.5 一线尝试做多，远月合约比价在 6.0 上方可尝试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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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格

影

响

要

素

分

析 

供给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据中钢协最新数据，6 月中旬全国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168.01 万吨，较上一旬下降 3.53%，

全国粗钢日均产量 223.19 万吨，环比上旬下降 4.92%。Mysteel 预估 6 月下旬全国粗钢日均产

量环比增加 2.04%。 

开工率方面，截止 7 月 8 日，全国高炉开工率为 79.42%，较前一周下降 0.28 个百分点；唐山地

区开工率 82.93%，较前一周回升 0.61 个百分点；河北地区工率 85.40%，较前一周上涨 0.32 个

百分点。高炉开工率自六月中下旬限产结束后恢复正常水平，近期受南方强降水影响开工率小

幅回落，预计后期部分高炉将逐渐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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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截止 7 月 8 日，螺纹钢社会库存为 365.91 万吨（估算），较前一周减少 2.2 万吨，减少 0.60%；

6 月中旬重点钢企库存为 1468.84 万吨，较 6 月上旬增加 48.78 万吨，增加 3.44%。厂商库存继

续出现背离走势，反映淡季需求平平，但处于低位且继续减少的螺纹钢社会库存将对钢价起到

托底作用。 

需求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16 年前 5 个月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 34564.00 亿元，同比

名义增长 7.00%，增速为今年来首次回落；房屋新开工面积 59522 万平方米，同比上涨 18.32%，

环比回落 3.13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719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9%，降幅

比 1-4 月份收窄 0.6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2295 亿元，增长 4.7%。房价方面，6 月份百城住

宅均价为 11816 元/平方米，环比涨幅有所收窄，价格上涨的城市有 73 个，下跌的城市 22 个，

较 5 月份均有减少。随着房地产刺激政策的降温以及季节性淡季，房地产数据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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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今年前五个月，商品房待售面积与上年度销售面积比值为 56.16%，环比 4 月份降低 0.41 个百分

点，今年开始比值逐渐阴跌，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商品房去库存进程缓慢。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2016 年前 5 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6%，增速较 1-4 月份回落 0.9 个百分点。分行

业看，已公布的数据中，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幅继续小幅扩大，制造业继续萎缩，黑色金属矿

采选业累计同比跌幅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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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信

息 

1.6 月中国钢铁行业 PMI 终值 43.1% 

2.发改委：今年铁路建设保持 8000 亿元以上投资规模 

3.海绵城市建设愈发引起关注 

解读：6 月份钢市供需两弱，淡季需求低迷，但供给端限产和检修较多，市场整体处于弱平衡状

态，行业 PMI 环比下降 4.4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后续需求方面，房地产难以持续发力，

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前期工作开展顺利，铁路建设将得到资金支持，利于钢材需求。另一方面，

今年洪涝灾害频发引起社会关注，“海绵城市”再度被提及，城市建设同样有助于拉动内需，但

资金问题有待解决。 

技术走势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技术面上，期螺近期大幅上涨，本周周线收阳。截止 7 月 8 日，持仓排名前 20 名多头持仓 701,070

手，空头持仓 717,305 手，净空持仓 16,235 手，较前一周增加 13,677 手。期间破位上行，均

线偏多排列，整体偏多，下周关注 2500 压力，同时 KDJ 接近超卖区间，注意回调风险。 

结论与操作建

议 

期螺自前期上破 2200 关键压力位后维持强势，不断走低的螺纹钢社会库存为钢价带来支撑。但

是，当前需求端难以支持钢价的持续上涨，后期随着复产的增加，供给压力会逐渐增大。同时，

考虑到期价升水较大，注意回调风险。操作上，宽幅震荡思维对待。前期多单可考虑接近 2500

逢高止盈；未持仓者等待回调买入机会，激进者可背靠 2500 试空，止损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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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锌镍 

一、行情综述 

近期国内公布的 6 月 PMI 数据大幅低于预期再次引发投资者对当前经济的担忧，此外，近期南方暴雨浇灭

前期资金推动的热情，市场情绪转弱。从外围市场来看，近期原油大幅回落叠加美国非农数据创 8 月新高，美

元企稳上行继续承压大宗商品。总体来看，上周有色板块有所回调，各品种走势分化依然明显。截至上周五，

伦铜收跌 4.40%，报 4689.5 美元/吨；伦锌收跌 0.26%，报 2143.5 美元/吨；伦镍收跌 0.65%，报 9870.0 美元/吨。 

图 1：铜 1609 主力合约价格走势  图 2：锌 1609 主力合约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3：镍 1609 主力合约价格走势 图 4：LME3 个月铜锌镍期货收盘价(电子盘) 

 
 

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二、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1、宏观面：日本宽松预期持续升温，国内经济数据依然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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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最新公布的 6 月新增非农 28.7 万，创 8 个月新高，但美国 9 月加息概率依然较小，主要是美国 11 月

美国总统大选，使得政治因素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此外，全球宏观面依然不稳定，前期英国退欧公投结果对市

场影响依然存在，且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日本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表示，近下令筹划经济刺激措施。经济措施将鼓励未来投资；将加快高

铁线路的建设。经济措施将建立 21 世纪基础设施，为地区旅游业建立基础设施。最大程度地利用零利率环境。

总体而言吗，近期全球宽松政策预期持续升温，全球货币宽松或助推大宗商品价格 

国内方面，官方陆续公布 6 月经济数据，宏观面整体偏空。中国 6 月通胀回落，重回“1 时代”；PPI 环比

由升转降。结合近期国内公布的 6 月 PMI 以及财新 PMI数据，均不及预期，侧面反映国内宏观压力明显。6 月

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0%，位于临界点。同日公布的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6 月数值(经季节性

调整)录得 48.6%，较 5 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运行进一步放缓，放缓幅度为 4 个月来最显著。6 月

官方和财新 PMI 数值双双滑落，显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未来面临更多考验。此外，中国

6 月 CPI 同比 1.9%，低于预期 1.8%，前值 2%。中国 6月 PPI 同比-2.6%，低于预期-2.5%，前值-2.8%。总体来

看，目前宏观面压力依然较大，近期关注官方是否有政策刺激。目前国内偏空的宏观面格局使得终端需求受到

较大抑制。 

2、基本面：锌镍供应趋紧，铜供强需弱延续  

2.1 库存：LME 锌库存大增，隐性库存显性化  

从库存方面看，截止 7 月 8 日，LME 铜库存较上周有所增加，镍和锌库存有所减少。分品种看，LME 铜

库存最新数据为 223225 吨，较前周同期增加 34100 吨。LME 锌库存有所减少，最新数据为 440225 吨，较前一

周同期减少 2475 吨。LME 镍库存为 377328 吨，较上周同期减少 2238 吨。上期所库存均有所增加，铜最新数

据为 162130 吨，较前一周增加 236 吨。上期所锌库存小幅增加，最新数据为 206722 吨，较前一周同期增加 628

吨，但总体压力依然存在。上期所镍库存目前最新数据为 103172 吨，较上周增加 3899 吨。 

图 5：LME 铜锌镍库存（吨） 图6:上期所铜锌镍库存 (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2.2 伦铜现货贴水有所扩大，沪铜小幅升水 

现货方面，伦铜现货贴水有所扩大，沪铜现货小幅升水。从升贴水数据来看，截止 7 月 8 日，LME 铜升贴

水为-12.75 美元/吨，较前一周同期下跌 1.25 美元/吨；LME 锌升贴水为-3.5 美元/吨，较前一周持平；LME 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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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贴水为-40.5 美元/吨，较前一周下跌 3 美元/吨。从国内铜和锌升贴水数据来看，上海物贸铜升贴水为 30 元

/吨，升水幅度较上周上涨 30 元/吨。上海锌升贴水为-90 元/吨，较上周同期减少 10 元/吨。 

 

图 7：LME 铜锌镍升贴水（0-3） 图 8：国内铜锌升贴水 

  

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2.4 持仓分析：净空持仓减少 

截至 7 月 5 日，COMEX1 号铜非商业持仓数据显示，非商业多头持仓为 50675 张，非商业空头持仓 70144 张，

净空头持仓 19469 张，净空头持仓较前一周同期减少 345 张。COMEX1 号铜净持仓排名占比数据来看，净持仓多

头前 8 名占比 32.2%，净持仓空头前 8 名占比 36.2%，多空头较前一周有所增加。 

图 9：COMEX1 号铜非商业净持仓 图 10：COMEX1 号铜净持仓排名占比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2.5 产业新闻解读 

1、SMM 网讯：一位工会官员上周五表示，英美资源(Anglo American)旗下智利 El Soldado 小型铜矿的工人

周五开始举行罢工，此前与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一致。工会宣布，罢工将从周五 1200GMT(北京时间 20:00)

开始，只有一些矿场重要岗位的工人会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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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紫金矿业 7 月 8 日晚间发布 2016 年度定增预案，公司拟以不低于 3.09 元/股的价格，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48 亿元资金。 

3、6 月主要锌冶炼厂开工率 75% ，7 月或下降。 

4、据外电 7 月 8 日消息，美银美林(BofA Merrill)上周五表示，将上调 2016 年镍价预估至每吨 9,269 美元，

此前为每吨 9,251 美元。 

5、据相关机构统计，2016 年 1-6 月份 菲律宾镍矿出矿量大幅度下降，其中中高品位下降最为严重；2016

年菲律宾预估全年镍矿出口量是 3980 万吨，其中低镍高铁 1500 万吨，中高镍 2480 万吨，2016 年 1-6 月份已完

成的中高镍出口量是 935 万吨，剩下 1545 万吨要靠下半年 4 个月旺季+2 个月淡季完成难度很大。供给端供给

趋紧。 

新闻解读： 

铜：有色品种中走势较弱，主要是供强需弱格局明显。供给端，加工费仍在上升，可以预计下半年铜价或

继续承压。虽然近期国内铜冶炼企业开工率环比有所下降，但主要由于企业检修，并不是企业减产。在目前冶

炼企业享受高额的加工费诱惑下，供强需弱格局将继续延续。关注近期官方是否出台关于有色金属收储等。 

锌：上游减产对锌价形成较强支撑，后市锌价依然偏多。基本面利好主要来自矿山减产效应显现，矿山减

产对锌价支撑明显，与铜上游矿山对待铜价低迷而采取降低成本不同，锌上游矿山减产明显。但近期 LME 锌库

存大幅增加，隐性库存有显性化迹象。此外，国内冶炼企业复产迹象不明显，主要来自于成本以及环保压力等

综合因数，使得锌企业复产犹豫不决。目前利空因素来自锌价持续上行将使得上游矿山复产预期增加以及下游

需求并未真正回暖，此外，国内部分锌矿预计在 8-9 月投产，锌价或受到一定压力。  

镍：近期除了菲律宾环保限产炒作外，据相关机构统计发现，2016 年 1-6 月菲律宾出矿量大幅减少，除了

天气因素外，中高端品位的镍矿减少，预计今年全年菲律宾供给将有所减少，此外，据永安期货部分地区调研

发现，目前国内镍铁企业因长期亏损，大量中小企业关闭，且复产成本较高，目前去库存迹象明显。可以预计，

镍受供给端供给压力的缓解，镍价走势偏强的概率较大。但不确定因素来自印尼镍铁产量大幅增加或将限制镍

价上行空间。 

综上，铜锌镍短期偏多思路操作。 

3、技术面 ：有色受支撑明显 

铜 1609 主力合约日 K 线看，短期铜价在下方收 20 日均线及 60 日均线支撑较为明显，但上方 39000 附近

压力较大。总体来看，铜价反弹空间有待观察，建议投资者短期偏多思路操作。 

从锌 1609 主力合约日 K 线来看，目前锌价依然处于上升通道，短期在 17000 附近受到较大压力，建议投

资者回调继续做多思路操作。 

镍 1609 主力合约从日 K 线来看，镍价近期持续回落，短期下方受均线支撑明显，上方 83000 压力较大。

建议投资者依然按照偏多思路操作。短期上方压力 83000 附近。 

三、结论与操作建议 

综上，锌镍近期偏多思路操作，铜依然偏空思路操作。 

从铜 1609 合约本周运行区间 35000-38500。建议投资者偏空思路操作。 

从锌 1609 合约本周运行区间 15500-17500，偏多思路操作。 

从镍 1609 合约本周运行区间 75000-85000，建议投资者偏多思路操作。 

http://news.smm.cn/r/2016-07-11/38163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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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胶 

一、行情回顾 

受英国脱欧后人民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兑美元即期再创逾五年半新低，带动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快速上

涨。2016 年 7 月，国内外产区均进入割胶旺季，资源供应量增加。而北方地区进入麦收季节，橡胶制品企业开

工率有所下降，6-8 月又是传统的汽车轮胎消费淡季，资源需求量减少。供应增加、需求减少、库存高企对天然

橡胶市场价格形成较大压制。长江上游部分地区（四川盆地中西部）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上游地区的强降雨

将与之前下游降雨产生叠加效应，长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橡胶主力合约 1609 冲高受阻于 12200 一线形成短期

高点，受主力临近交割月的影响远月合约强于近月合约的仍将延续，近期注册仓单维持在高位，主力空头仓位

比较集中，对天胶反弹形成压制。 

图 1：天然橡胶内外盘价格 图 2：国内商用车月销量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二、价格影响要素分析 

1、宏观分析 

1.1 中国 6月 CPI 重回“1时代”,美国非农助长了美元升势,人民币持续承压 

中国 6 月 CPI 重回“1 时代”，PPI 连降 52 个月。其中，CPI 同比增 1.9%，前值增 2%，预期增 1.8%；PPI

同比降 2.6%，前值降 2.8%，预期降 2.5%。猪肉价格上涨 30.1%，影响 CPI 上涨约 0.71 个百分点。美国 6 月季

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大增 28.7 万人，为去年 10 月以来最大月度增幅，远超预期的 17.5 万，前值 3.8 万；失业率

4.9%，预期 4.8%，前值 4.7%。似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已逐步锁定。由于非农助长了美元升势，人民币在

中短期内或将持续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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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CPI 图 4：美元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1.2 骗补行为从严查处，短期利空胶价 

李克强已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督查报告作出批示，要求严肃惩处骗补行为并完善相关制度。除骗补外，

督查结果还提出“违规谋补”概念。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要求，对两种行为都要从严处理，视情节不同采取的处

理措施包括：取消财政补贴资格、追回补贴资金、罚款、取消汽车生产资质，将问题车型从推荐车型目录中剔

除等。 

2、供需分析 

2.1 保税区橡胶库存略有下降，国内进口放缓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较 6 月 15日下降 11%，至 19.44 万吨，减少 2.44 万吨，降幅大

增。从具体库存品种来看，天然胶、合成胶库存均有下滑，烟片胶库存也有所下滑，复合胶维持不变。ANRPC

数据显示，2016 上半年天胶产量下降 0.3%，下半年进出口形势或低迷。天然橡胶价格低迷、气候因素限制以及

一系列其他因素都可能对橡胶平均单产构成打压。东南亚产区供应尚未放量，预期增量令产地原料市场价格下

跌。中国 5 月天胶进口量同比增 38%，比四月进口减少 2 万吨。 

图 5：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2013.12-2016.07.01） 图 6：天然橡胶中国进口量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2.2 橡胶月度消费季节性回升，库存维持在高位 

今年 6 月份，国内重卡市场共约销售各类车辆 5.7 万辆，比去年同期的 50273 辆增长 13%，环比今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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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2%。5.7 万辆这个数字，还没有达到最近五年来 6 月份市场销量的平均值（5.9 万辆）,经济增速放缓影

响重卡销量增长。上海期货交易所自 1605 天胶合约交割 12 万吨后，目前库存量从 20 万吨迅猛回升至 30 万吨

以上，居历史高位。据 ANRPC 最新报告显示，2016 年上半年，受割胶下滑影响，主产国天胶产量同比下降 0.3%。

而随着下半年割胶旺季到来，报告预估今年前 9 个月，天胶产量有望实现 0.7%的增长，全年约增 1%。这主要

得益于泰国和越南的强劲出口增长，今年 1-6 月，主产国天胶出口同比增 3.6%。天然橡胶月度消费季节性回升，

产量保持增长态势，库存维持在高位。 

图 7：天然橡胶中国月度消费量 图 8：天然橡胶期货库存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上期所主力空头比较集中，前 20 位持仓排名中多头、空头分别减仓 3479 手、3684 手，多头比空头持仓少 19907

手。 

表 1   沪胶主力合约周末前 20 位持仓排名 

 多头持仓 空头持仓 

 2016年 7月 8日 2016 年 7月 1日 2016年 7月 8日 2016年 7月 1日 

名次 会员简称 持买仓量 会员简称 持买仓量 会员简称 持卖仓量 会员简称 持卖仓量 

1 海通期货  6975 海通期货  6742 华泰期货  14690 华泰期货  13783 

2 中信期货  6951 中信期货  6648 永安期货  11056 永安期货  11797 

3 方正中期  6396 永安期货  6148 银河期货  10107 银河期货  10083 

4 国泰君安  4771 南华期货  5386 国贸期货  8177 国贸期货  8146 

5 永安期货  4602 方正中期  5088 国泰君安  6574 国泰君安  7498 

6 银河期货  4511 国泰君安  5021 中信期货  4705 华信万达  4362 

7 南华期货  4502 华泰期货  4586 混沌天成  4217 东证期货  4197 

8 广发期货  4079 银河期货  4512 华信万达  3912 混沌天成  4153 

9 鲁证期货  3933 中国国际  4176 新湖期货  3770 新湖期货  4094 

10 中国国际  3904 申万期货  3930 兴证期货  3553 倍特期货  3786 

11 光大期货  3677 东航期货  3838 海通期货  3423 大地期货  3633 

12 申万期货  3250 广发期货  3818 南华期货  3347 国投期货  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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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华泰期货  3119 浙商期货  3566 倍特期货  3112 中信期货  3449 

14 东航期货  3070 国投期货  3330 大地期货  2989 南华期货  3442 

15 浙商期货  2886 兴证期货  2898 浙商期货  2961 浙商期货  3420 

16 弘业期货  2732 中大期货  2831 东证期货  2799 中国国际  3064 

17 国投安信  2683 新湖期货  2731 国信期货  2672 海通期货  3033 

18 瑞达期货  2573 弘业期货  2710 中国国际  2535 申万期货  2664 

19 五矿经易  2509 鲁证期货  2577 国投安信  2473 国信期货  2598 

20 国信期货  2491 美尔雅  2557 光大期货  2449 建信期货  2554 

合计   79614   83093   99521   103205 

增减 -3479 -3684 

净持 -19907 

数据来源：上期所、中信建投期货 

3、技术分析 

从橡胶主力合约 Ru1609 合约日 K 线图看，橡胶价震荡上行受阻于 13300 一线形成近期高位，在 12200 点

附近短暂停留后快速下跌形成短期高位，11000 点支撑跌破后继续走弱。日线级别的 MACD 红柱收敛，成交量

保持活跃, 向上受 12 日、26 日均线压制，第一支撑位前期低点 10000 一线，压力位移至 11100 点附近。 

图 9：橡胶（Ru1609）合约日 K 线图（2015.11-201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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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信建投期货  

三、结论与投资建议 

综合来看，中国 6 月 CPI 重回“1 时代”，PPI 连降 52 个月。其中，CPI 同比增 1.9%，前值增 2%，预期增

1.8%；PPI 同比降 2.6%，前值降 2.8%，预期降 2.5%。猪肉价格上涨 30.1%，影响 CPI 上涨约 0.71 个百分点。

美国 6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大增 28.7 万人，为去年 10 月以来最大月度增幅，远超预期的 17.5 万，前值 3.8

万；失业率 4.9%，预期 4.8%，前值 4.7%。似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已逐步锁定。 

泰国农合社部长察差在主持召开泰国国家天然橡胶委员会会议后透露称，会议讨论后决定将启动 31 万吨库

存胶片的分销前期准备工作。农合部将会严格执行政府政策指示，保证不影响当前橡胶价格走势。据悉目前政

府库存胶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英拉执政时期是干预橡胶价格时收购上来的 17 万吨;另一部分来自本届政

府干预橡胶价格时收购上来的 15 万吨。两次合计 31 万吨。综上所述，泰国橡胶去库存压力增大，加之割胶旺

季到来，预期产区原料价格承压回落。英国脱欧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影响，泰铢将面临新一轮的升值压力，也

对橡胶出口产生负面影响。日 K 线图形橡胶反弹趋势被大阴线破坏，胶价跌回 11000 点多空临界点下方，支撑

位移至 10000 点整数关口，压力位移至 11100 点附近。大宗商品受国际政治影响的增大波幅将增大，原油在 50

美元附近遇阻回落，橡胶库存维持高位，弱势偏空短空为主，主力合约 Ru1609 空头止损设在 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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