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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要闻： 

 

  2020 年海南文昌首次参与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赔付

已于 10 月 28 日完成，赔付款金额 70 万元。该项目由上海期货交

易所给予项目资金支持、倍特期货有限公司负责承做、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是分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联合承保。项目承保橡胶现货规模 1400 吨，

种植面积 7212.81 亩，惠及农户 943 户，其中建档立卡户 370 户，

项目总保费 112.0434 万元，保险总金额 1689.45 万元。此次“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在海南文昌起到了项目良好的示范效应，为胶农

提供了橡胶价格保护伞，保障了胶农的收益。倍特期货有限公司

愿携手风险管理子公司发挥专业优势，运用金融知识、优质服务

“三农”，在 2020 年不平凡的“疫”年，砥砺前行。 

 

  金融投资网讯(记者 张璐璇)2020 年 11 月 26 日，上海期货

交易所(下称上期所)发布上期标准仓单交易平台天然橡胶延伸仓单

交易上线事项的相关通知。自 2020 年 12 月 9 日上午 9 点起，上期

标准仓单交易平台上线天然橡胶延伸仓单交易业务。通知对交易

时间、交易模式、报价方式、最小变动价位、挂牌基准价、最大

涨跌幅度、延伸仓单认定期限、挂牌要求、发票保证金、交易手

续费、仓储费和过户费、指定存管银行、指定交割仓库等事项作

了安排。另外，上期所还对天然橡胶标准仓单超过在库交割有效

期限可转作延伸仓单作了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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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点评： 

 本周橡胶期货价格依然在 14400 元/吨价格左右震荡，短期内可能还将维持震荡行

情，我们依然认为到年底前橡胶向好格局不变。据统计，亚太地区天然橡胶产量占全球产量

的 91%左右，主要产胶国分别为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非洲

地区天然橡胶产量占比大约为 7%，主要产胶国分别为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喀

麦隆等；美洲地区天然橡胶产量占比大约为 2%，主要产胶国为巴西和危地马拉。根据天然

橡胶生产国协会（ANRPC）提供的数据，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分别为全球天然橡胶前

三大出口国；中国、印度为天然橡胶主要进口国；马来西亚既为天然橡胶进口国，也为天然

橡胶出口国，2019 年首度由天然橡胶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全球天

然橡胶最大进口国，进口依赖度高达 85%左右，进口来源国分别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 RCEP 成员国。2010 年以来，泰国是中国最大天然橡胶

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占比超过一半；来源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天然橡胶进口量占比由

20%左右逐渐下降至 10%左右；来源于越南、缅甸和老挝的天然橡胶进口量占比逐渐上升，

但是占比均未超过 8%。因此，RCEP 协定正式签署有利于天然橡胶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尤

其是关税下降或减免进一步促进天然橡胶贸易往来，加快产业协作促进中国海外天然橡胶产

业的发展。2004 年以前，中国天然橡胶进口是有配额的，配额内的优惠关税是 2%。2004 年

中国取消了天然橡胶关税配额制度，烟片胶和标准胶的进口税率由原先的 12%提高到 20%。

2007 年初两者的关税调整为 20%或 2600 元/吨从低的选择税制。2018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发

布了《2019 年进出口暂定关税等调整方案》，将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

关税进行调整，天然橡胶及合成橡胶等原材料对部分国家的进口关税继续降低，部分大尺寸

轮胎的进口关税大幅降低。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2020 年进口暂定税率等调整

方案的通知》，2020 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关税继续延续 2019 年税率。税率如下：40011000

天然乳胶 2020 年暂定税率为 10%或 900 元/吨，两者从低。40012100 天然橡胶烟胶片暂定税

率为 20%或 1500 元/吨，两者从低。40012200 技术分类天然橡胶（TSNR）2020 年暂定税率

20%或 1500 元/吨，两者从低。2020 年最惠国税率全部为 20%。虽然中国轮胎行业和中国橡

胶工业协会一直在呼吁降低天然橡胶进口关税，但是目前中国对天然橡胶进口执行了比较高

的关税。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2021 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关税是延续 2019 年的税率，还是

顺势下调进口税率？我们认为后者的概率较大。 

 目前云南产区停割期临近，工厂对低价原料采购积极性较高，原料价格有所上涨；海

南产区近期割胶时间段有少量降雨影响割胶，原料价格再次大幅上涨，浓乳方向继续升水全

乳方向，对全乳的分流依然存在。东南亚产区近期仍处于高产期，原料供给充足，价格维持

震荡。库存方面，老胶交割后新胶仓单库存处于历年低位，交割品偏少继续影响期价。青岛

地区橡胶库存近期持续下降，现货端库存压力略有缓解。需求端来看，受环保限产和外贸运

力短缺的影响，轮胎厂开工率环比下降，另外海外疫情二次爆发也使得 12 月出口订单有下

滑预期。我们预计短期内橡胶价格仍将维持震荡，整体向好氛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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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1.1 国内期货行情：收盘价 

 

图 1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11 月 27 日盘中，国内橡胶主力合约跌 0.17%，收 14620 元/桶。 

 1.2 供需分析 

图 5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6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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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6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1.3 库存 & 进出口： 

图 7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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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9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0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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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0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0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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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价差分析： 

图 11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2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3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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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5 汇率 

图 4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四、投资策略 

1.1 趋势研判 

商品投资评级与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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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2101 14640 14000 16000 震荡偏强 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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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3-6个月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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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周评级：以报告发布日当天分析师（研究员）对未来一周内商品的预期涨跌幅度为基

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震荡：预期未来一周涨幅在-3%～3%之间；上涨/下跌：预期未来一周

涨幅大于 3%/小于-3%。 

未来 3-6 个月评级：以报告发布日当天分析师（研究员）对未来 3-6 个月内商品的预期涨跌幅度

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买入：预期涨幅大于 15%；中性偏多：预期涨幅在 5%～15%之

间；震荡：预期涨幅在-5%～5%之间；中性偏空：预期涨幅在-15%～-5%之间；卖出：预期涨幅小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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