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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度观点    

◆  原油： 

鲍威尔称可能将提前结束 tapper，意味着加息提前，风险资产受到打压。

Moderna 高管称，必须将 omicron 视为严重威胁，现有疫苗保护力将大

幅下降。而 BioNTech 首席执行官称，现有疫苗或可防止 omicron 感染

发展为重症。欧盟称成员国的 omicron 病例为轻症或无症状。目前针对

新病毒的新信息好坏皆有，具体危害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评估，但是封

锁措施在不断增多——奥地利封国，香港将把日本、葡萄牙及瑞典加入

高风险地区名单。此外，伊核谈判开局良好，伊朗单方面宣布将在明年

3 月前增产至 400 万桶/日。整体上，近期潜在的利空风险较多。最核心

的仍是疫情，明晰之前油价预计弱势运行。 

投资建议：暂时观望。 

 

◆  沥青： 

随着产量下滑，沥青库存进一步去化。目前社会库存率处于历史同期正

常水平，炼厂库存绝对额高、库存率下降至接近同期正常水平，整体上

库存得到一定的消化。12 月排产进一步下降，同时需求季节性回落，供

需双弱的格局还没有改变。中长期来看，社会库存已经有一定去化，沥

青价格降至相对低位，今年冬储或有一定量。短期来看，沥青自身驱动

仍不明显，跟随原油为主。 

投资建议：震荡。 

 

◆  纯碱： 

供需博弈，月底价格难协商。碱厂重碱报价坚挺，下游减少了碱厂订单。

目前交割库存货 30 万吨左右，预计 12 月中旬或可消耗殆尽。但是随着

金山复产、光伏投产延后，我们的供需表显示全口径供需阶段性的会有

过剩。整体上仍维持看空的观点，当前市场的核心博弈点在于现货价格

的下跌速度。 

投资建议：反弹试空，1-5 反套，下游建议积极参与交割接货。 

 

◆  橡胶： 

11 月 30 日橡胶主力合约 ru2205 下跌了 2.32%，收于 14935 元/吨。上

海国产全乳胶主流报价 14200 元/吨，较昨日价格不变。我们在 12 月月

报里已经预测了本轮回调，主要原因是疫情导致的外围环境变差，以及

11 月向上驱动的交易完结。目前仍以回调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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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观望。 

风险提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  PVC： 

11 月 30 日 PVC 主力 01 合约收盘 8555 元/吨（-221），常州市场价

9170 元/吨（-120），常州主力基差 615 元/吨（+101），杭州市场价

9175 元/吨（-100），广州市场价 9375 元/吨（-100）。电石价格乌海

市场 5100 元/吨（0），山东市场 5460 元/吨（0）。产业链利润低位，

动态成本对 PVC 支撑较强，弹性空间重点关注 PVC 供需面。12 月 PVC

供给增长的预期较为一致，出口仍有待交付预期支撑，但新增订单减少，

或难形成大幅利好。后市仍需重点关注需求及宏观变化，就目前来看地

产政策边际放松，但未改走弱的主趋势；考虑到政策落地的时效性及寒

冬和疫情的考验，12 月恐难看到 PVC 需求大幅放量。目前超额库存（今

值-五年均值）持续走高，表明供需疲弱，对 PVC 上涨形成拖累；后期

继续关注超额库存变化；如继续走高，现货存继续下滑预期。整体来看，

若没有环保和双控等政策性扰动，盘面将缺乏强有效支撑，加之近日宏

观面利空消息增多，预计将维持弱势区间震荡；下方参考电石动态成本

支撑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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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YMEX 原油期货 01 合约 66.18 跌 3.77 美元/桶或 5.39%；ICE 布油期货 01 合约 70.57 跌 2.87 美元/桶

或 3.91%。中国 INE 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2201 跌 8.6 至 465.9 元/桶，夜盘跌 35.6 至 430.3 元/桶。 

2.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可能考虑提前数月完成减码，并不再将通胀形势描 述为“暂时性”。鲍威尔的鹰

派讲话强化了加息预期，拖累隔夜美股重挫。 

3. 从英国到日本，新冠变异病毒 omicron 在世界各地继续传播。欧盟称成员国的 omicron 病例为轻症或无

症状。 

4. Moderna 高管称，必须将 omicron 视为严重威胁，现有疫苗保护力将大幅下降。而 BioNTech 首席执行

官称，现有疫苗或可防止 omicron 感染发展为重症。 

5. 默克公司称其 Covid-19 抗病毒药物可能对 omicron 有效。默克新冠药物获得美国监管机构 FDA 的顾问

委员会支持。 

6. 香港将把日本、葡萄牙及瑞典加入高风险地区名单，收紧相关抵港人士的登机及检疫要求。 

7. 中国疾控中心：针对 omicron 变异株已做了前期技术研究，中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能够有效检出

omicron 变异株。 

8. 美国白宫称，正与 OPEC+成员国定期接触，希望他们能释放石油供应以满足需求。 

 

  

◆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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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沥青市场均价下跌。今日国际原油价格震荡波动，沥青期货盘面价格继续小幅下跌，利空沥青市场心

态，昨日南方地区中石化沥青价格下跌 50-100 元/吨，今日华南中石油主力炼厂沥青价格跟跌，带动区内

主流成交价下行，国内沥青市场均价下跌。后市，成本面支撑减弱，且随着天气逐渐转冷，刚需转淡，沥

青市场价格仍有小幅下降可能。 

 

  

◆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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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月纯碱市场整体走势弱，下游需求低迷，市场成交差。隆众资讯数据监测，2021 年 11 月份纯碱产量

235.7 万吨，纯碱企业整体开工率 77.28%，在产企业开工率 81%。2021 年 11 月初纯碱库存 40.80 万

吨，月底纯碱库存 99.58 万吨，库存增加 58.78 万吨，涨幅 144.07%。供应端，纯碱开工先涨后降，主要

受部分企业检修影响，临近月底装置逐步恢复。月内企业出货不佳，订单待发量少，新订单不足，导致企

业库存累计速度加快。需求端，下游需求不温不火，采购不积极，按需采购或减量采购。初期，受轻重价

差大影响，部分轻质下游采购社会低价重碱代替轻质。重碱下游抵触高价，从社会库采购补充或消耗库存，

价差差异明显，导致部分企业月底定价。贸易商，订单少，出货压力大，近期恐高心态下，急于出货，价

格下调。从目前的价格调整看，轻质纯碱调整明显，重质纯碱相对缓慢，甚至维持坚挺状态。综上所述，

本月纯碱市场表现低迷，供需博弈。 

  

◆纯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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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行情走势 

11 月 30 日橡胶 ru2205 大跌，符合我们月报中的预测，建议暂时观望。 

图 1： 橡胶期货走势 

 

资料来源：博易云，长江期货 

2. 现货价格 

11 月 30 日上海地区国产全乳胶主流报价 14200 元/吨，较昨日不变；山东地区国产全乳胶主流报价 14150

元/吨，较昨日下跌 50 元/吨。 

3. 基本面资讯 

进口方面，11 月以来到港不及预期，而下游逢低采贩积极性尚可，青岛地区天然橡胶出库量持续走高，累

库预期持续延后。由于 11-12 月份船运费再次大涨，12 月份船期存在继续延迟预期。 

  

◆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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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货盘面：11 月 30 日夜盘平开，盘中震荡下行，收中阴线，收于 8555 元/吨，跌 121 元/吨，跌幅 1.39%。

成交量 57.99 万手，持仓减 1351 手至 28.84 万手。 

产品 市场 11 月 30 日 日涨跌 较上周均价 较上月均价 较去年同月均价 

PVC 期货 大商所主力收盘价 8555 -221 -330 -2505 1258 

电石法 SG-5 

常州 9070—9270 -120 -304 -3050 1329 

杭州 9100—9250 -100 -307 -3059 1353 

广州 9250—9500 -100 -280 -3101 1447 

雄县 9050—9100 -50 -215 -3292 1434 

临沂 9250—9300 -100 -200 -3084 1483 

乙烯法 PVC 

常州 S-1000 9900—9950 -175 -210 -3174 1630 

广州 DG-1000 -- -- -- -- -- 

齐鲁化工城 S-1000 9830—9850 -80 -196 -3011 1753 

天津 DG-1000 9850—9900 0 5 -3357 1849 

电石送到价 

河北地区 5315—5315 0 20 -2612 1726 

河南地区 5350—5350 0 20 -2565 1769 

山东地区 5320—5600 0 37 -2575 1785 

2. 台湾台塑公布 2021 年 12 月份 PVC 船货报价，价格下调 150 美元/吨，FOB 台湾报 1460 美元/吨，CIF 中

国报 1490 美元/吨，CIF 印度 1710 美元/吨。 

3. 截至 11 月 26 日华东样本库存 12.47 万吨，较 11 月 19 日增 2.8%，同比增 138.89%，华南样本库存 2.753

万吨，较 11 月 19 日减 5.49%，同比增 111.77%。华东及华南样本仓库总库存 15.223 万吨，较 11 月 19

日增 1.2%，同比增加 133.48%。 

资讯来源：卓创资讯 

  

◆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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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卖出或买入期货、期权合约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

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

承诺均为无效。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报告内容的局限性，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

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员工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免责声明 

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期货投资咨询资格。长江期货系列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

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本报告所载资料、意

见及推测仅反映在本报告所载明日期的判断，本公司可随时修改，毋需提前通知，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

更新或修改。本公司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代表对期货价格

涨跌或市场走势的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的买卖出价，投资者据此作出的任何

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本公司及作者在自身所知情范围内，与本报告中所评价或推荐的交易机会不

存在法律法规要求披露或采取限制、静默措施的利益冲突。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 引

用或再次分发他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

为“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本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

的权利。 

武汉总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长城汇 T2 27 层 

邮编：430000 

电话：（027）65261325 

网址：http://www.cjfc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