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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要闻： 

 日前，固特异美国公司计划从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将固特异和邓

禄普品牌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的价格，预计提高 5%。固特异

称公司正在不断适应行业的市场变化，反映了固特异强大的品牌

价值。据悉，固特异上一次上调北美消费者轮胎价格是在 4 月 1

日，使固特异和开利品牌消费轮胎价格上涨了 5%。住友橡胶北美

公司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在美国和加拿大提高飞劲和 Ohtsu 品牌的

消费和中型卡车轮胎的价格。住友橡胶表示，从 1 月 1 日起，乘

用车和轻卡轮胎的价格将上涨 8％；从 12 月 1 日起，中型卡车轮

胎的价格将上涨 6％。另外补充说，该操作将包括基于大小的内联

调整。韩泰轮胎美国公司计划 12 月 1 日起，提高美国的商用卡车

轮胎生产价格，涨幅 5%。11 月 1 日起，优科豪马轮胎公司

（Yokohama Tire Corp.）上调在美国销售的部分消费者替换轮胎价

格，最高涨幅为 6%；某些商业轮胎生产线，从 12 月 1 日起生

效。普利司通美洲公司（Bridgestone Americas Corp.）的涨价通知

也从 11 月 1 日起就已经生效，平均涨幅超过 5%，部分价格超过

8%。 

 

 2020 年 10 月国内橡胶轮胎外胎产量为 7846.2 万条，同比增长

15.2%；1-10 月累计产量 66114.3 万条，同比下滑 2.1%。转自：橡

胶技术网 

 

 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

“RCEP”）在 2020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的组织下正式签署。

据官方媒体报道，RCEP 协定货物贸易自由化成果丰硕，各成员之

间关税减让以立即降至零关税、十年内降至零关税的承诺为主，

自贸区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重大阶段性建设成果。财政部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参与并推动 RCEP 协

定，在货物贸易关税减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细致工作。下一步，

财政部将积极做好协定关税减让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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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点评： 

 本周橡胶期货价格依然在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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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供需面，全球橡胶产量减产已成定局，轮胎需求和销售后劲足，车市复苏前景明

朗，中汽协：10 月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11.0%和 12.5%。总的来看，橡胶供需面强劲，我

们依旧维持之前的观点，橡胶期货价格依旧有很强的逻辑支撑上涨。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橡胶> 2020.11.2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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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盘中，国内橡胶主力合约涨 0.77%，收 1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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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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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