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铁 反弹乏力

30

日螺纹钢高开低走，反

弹乏力，成交略有萎缩，并伴

有大量增仓。 进口矿价继续下

跌，进一步减弱了对钢价的支

撑；受周末市场成交略有好转

的影响， 现货价格止跌回升，

但依旧处于较低水平。 整体上

看螺纹依旧处于下行寻底的

走势。 （邹志林）

白糖 继续下跌

周一郑糖继续下跌格局。

市场弱势格局依旧， 现货层

面：多数厂商报价明显下调，

跌幅

30-150

元

/

吨； 大集团现

货报价

5750-5850

元

/

吨。 技术

上对于当前糖市的趋势定

位，下跌趋势运行中；操作上

建议短线交易为主， 快进快

出。 （高桂英）

铅 盘中震荡

30

日沪铅高开低走，盘中

震荡。 现货跟涨期货市场，铅

价重回万五关口上方，品牌铅

南方、成源

15140-15150

元

/

吨，

对期铅主力升水较上周小幅

收窄，升水维持在

70-80

元

/

吨。

短期内铅价震荡下行思路对

待。 （邹志林）

甲醇 高位震荡

30

日甲醇高位震荡。 现货

方面，内地上涨居多，港口平

稳为主。 下游方面，醋酸、甲醛

及二甲醚市场整体保持平稳。

经历几天连续上涨后，甲醇无

论是现货还是期货都遇到很

大阻力， 短期内震荡思路为

主。 （邹志林）

棉花 午盘跳水

30

日郑棉早盘窄幅震

荡， 午盘跳水， 跌破前期低

点。 由于纺织形势在短期内

没有好转迹象：订单不足、纱

线价格疲软、盈利能力下降，

因此国内现货持稳， 但成交

清淡。暂时观望，等待价格企

稳。 （高桂英）

塑料 震荡回落

30

日大连塑料

1301

合约触

及

9800

上方压力后震荡回落，

午后跌幅加大。 近期

1301

成交

量再次有放大迹象， 加之月末

月初经济数据频出风险事件加

大，多单持有者需设好止损。上

方压力位

9850

， 下方支撑位

9650

。 （邹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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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化肥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2年 8月 15日召开临时股东会。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2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 点－12 点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 4 号楼 308 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召集人：中化化肥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议案：（1）关于中国化工供销化肥原料公司将其持有中化化肥原料有

限责任公司 38.33%的股权进行挂牌转让的议案。 （2）关于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化化肥原料有限责任公司 6.63%的股权转让该集团

全资子公司山西晋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3）其他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事项。

六、出席人员：中化化肥原料有限责任公司现登记注册的全体股东。

请未接到召开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的股东见此公告后， 按本次会议通知

的时间地点及时参加会议。

联系人：魏嵬 联系电话：010-84512800-826 传真：010-84512790

中化化肥原料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化化肥原料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召开二○一二年临时股东会的公告

农产品上演接力赛 小麦接棒或引高潮

□本报记者 王超

昨日，承接外盘涨势，大连

豆类期货续演强势上扬行情，豆

粕涨停，大豆大涨逾

3%

。芝加哥

玉米期货创出历史新高。 值得

注意的是，芝加哥小麦期货暂时

回调之后再度发力上攻。 有分

析认为，拥有“基础价格”属性

的小麦接棒，将推动农产品牛市

进入高潮。

美麦行情启动

昨日，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

CBOT

）大豆、小麦和玉米继续

上涨狂潮， 其中大豆期货跳涨

至一周高位， 玉米期货近月合

约则创出历史新高， 与玉米替

代关系密切的小麦期货也重启

涨势。

受外盘行情感染，

30

日大连

豆类跳空高开， 大豆

1301

合约收

盘大涨

168

元

/

吨， 涨幅达

3.65%

，

收于

4775

元

/

吨。 豆粕日内再度强

势领涨， 近月

1209

合约和

1301

合

约强势封于涨停，

1305

合约也接

近涨停报收， 各合约增仓近

17

万

手。豆油、棕榈油和菜籽油期货三

大品种涨幅也在

1%

以上。 郑州强

麦

1301

合约收出“第五阳”，盘中

涨幅一度达

1.41%

。

有种说法，粮价是百价之基，

而小麦价格又是粮价之基。 小麦

作为粮食和饲料的主要来源，除

自身商品价格外，还拥有“基础价

格”属性。 以小麦为基础，衡量农

产品投资价值历来是不少投资者

的首选策略。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

物，小麦的总面积、总产量及总贸

易额均居粮食作物的首位， 全球

有

1/3

以上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

粮。如果小麦开始发力，那么其他

农产品价格也要纷纷上涨。 从实

践看，

2006

年农产品牛市爆发的

导火索正是小麦。 当年澳大利亚

大面积干旱导致其小麦减产近

1/

3

，引发全球范围内小麦期货价格

连续暴涨，随即带动大豆、玉米、

棉花等农产品期货的连续上涨。

后来， 也因为小麦期货价格率先

回落， 才使得农产品从牛市转入

调整期。

国际投行已开始逐步调高小

麦预期价格。据麦格理

7

月

30

日表

示， 未来几个月全球小麦市场供

应趋紧将推高价格。实际上，小麦

供应自去年以来就开始下滑，因

稍早俄罗斯、 欧洲和哈萨克斯坦

遭受干旱， 且这些地区可用于出

口的小麦数量下滑。

该机构称：“美国小麦出口将

弥补缺口，这将推动

CBOT

小麦追

随玉米涨势。 ”据悉，美国

9-11

月

期间播种的冬季小麦作物土壤条

件变得干燥， 且厄尔尼诺现象料

导致澳洲小麦天气条件干燥；阿

根廷小麦种植面积减少， 因大麦

种植面积扩大。

豆类何时交棒

豆类牛市何时交出接力棒？

这是目前市场普遍关注的焦点。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获悉，当

前市场对豆类走势仍普遍看好。

浙商期货首席农产品分析师徐文

杰表示， 因今年美豆播种时间提

前两周， 未来两周将进入关键生

产期，到

8

月中旬左右，美豆产量

才能初见分晓。 当前最应关注的

无疑是将于

8

月

10

日公布的美国

农业部

7

月月度报告。

而从盘面来看，上周美盘豆

类出现了明显的大幅回调，但从

美 国 商 品 期 货 交 易 委 员 会

（

CFTC

）公布的外盘机构非商业

持仓来看， 并未有明显缩减，机

构对美豆的多头持仓比例已接

近

40%

。 有机构分析，此数据或

仍可说明外盘对后市行情的乐

观预期，而国内豆类经过一周的

调整之后， 仍有再试前高可能，

若天气炒作延续，则豆类有望再

创新高。

徐文杰认为， 现在还看不到

豆类期货涨到何时。不过，一旦美

国农业部大幅下调单产， 那么豆

类牛市非但不会交出接力棒，还

会从预期牛市转为真正的牛市。

但中国证券报记者也注意

到， 全球粮食市场已经出现了三

个警示信号， 小麦接棒之后农产

品涨势或出现扭转：

其一是全球粮食价格跳涨引

发商业违约。据介绍，国外粮食供

应商对与主要进口商所签订单已

开始出现违约， 包括与最大的小

麦进口国———埃及的订单， 因美

国干旱导致粮食价格飙升。 若粮

食供应商继续按订单交付， 他们

将面临巨大损失。

其二是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

油籽分析刊物 《油世界》

7

月

24

日

警告称，近期饲料成本猛增，未来

六个月玉米和豆粕的饲用需求崩

塌无可避免。 因此，“一旦牲畜存

栏量减少，尤其是生猪，饲用需求

将转向小麦。 ”

其三是

7

月

30

日农业股大幅

走低。 罗牛山、

ST

香梨、

*ST

新农、

ST

九发等跌停 ， 敦煌种业跌

9.76%

，丰乐种业、登海种业等跌

幅也在

5%

左右。虽然农业股和农

产品基本面有所区别，但农产品

上涨缘何未让农业股受益，却值

得深思。

■ 长江期货看市

豆类或现回落 牛市难言结束

□童波

受美国中西部地区

1988

年以

来最严重的干旱影响，

CBOT

大豆

与豆粕达到了历史高位， 而国内

连豆粕也突破

2008

年形成的高

点。从相关商品的比价关系来看，

豆类牛市虽未完结， 但目前已面

临考验并存在回落风险。

由于国内油脂油料市场严重

依赖国际， 主产国的供给成为我

们关注的重点。当前市场年度中，

春季南美干旱和

6

月份至目前的

北美干旱引发的减产预期主导和

推升了行情的发展。 但从整个农

产品市场来看， 大豆与棉花等作

物的比价处于偏低或极低的位

置，从争地效应来看，接下来的南

半球以及下年度的北半球大豆预

期将获得更多的播种面积。 如此

一来，在历史高位的价格刺激下，

主产国大豆或因完全相反的基本

面预期而被带往两个方向： 即极

度短缺的美豆与南美豆可能的创

纪录产量， 全球作物上半年度供

给短缺与下半年度充足供给。 近

强远弱的期货价差结构也正反映

着当前的供给格局。

毫无疑问， 当前市场供给紧

张是事实， 但价格能否持续上涨

在于当前价格是否抑制需求，明

年南美大豆上市是否将导致终端

用户延缓购入上半年度作物。 一

旦答复是肯定的， 则将限制美豆

消费量。从时间点上看，南美大豆

8

月份开始种植，南美播种面积会

不会弥补今年春季南美大豆和当

前美豆产量的损失， 对此市场也

应该谨慎。

尽管本轮行情焦点主要集中

在供给端的干旱，但消费市场也

是重点。 事实上，正因为消费端

的差异直接导致了豆类油脂间

分化。 从我国情况看，人均油脂

消费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

消费水平， 总体上消费增量缓

和；但豆粕消费受猪周期影响波

动更大。 也就是说豆粕需求价格

弹性要高于油脂。 从猪粮比或猪

粕比来看，生猪养殖利润从去年

的头猪盈利千元下降至亏损，养

殖行业正在经受煎熬，养殖兴趣

已受到打击。 根据我们的现货市

场调研， 从

4

月份开始已有饲料

企业开始调整配方，寻找替代品

降低玉米与豆粕的用量。 根据对

生猪养殖周期的研究，我们认为

生猪存栏的高峰出现在

7-8

月

份。 也就是说目前豆粕的消费逐

渐接近高峰。 从美国市场来看，

目前也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现

象，美国猪粕比与牛粕比都处在

下跌趋势中且在相对低位，对养

殖兴趣的冲击将会直接反映到

豆粕及大豆价格之上。

不可否认当前豆类市场还处

在牛市中，但从比价的角度来看，

基本面预期正在发生变化。 从供

给角度而言， 目前的豆类与大部

分农产品的比价将会刺激明年春

季南美大豆与秋季美豆的产量增

加的预期以及养殖行业的结构调

整导致需求重新配置预期。 基于

上述预期，在

8-9

月这一关键时点

存在调整回落的风险， 市场需要

理智。

一句话：牛市是否结束，需要

看接下来南美市场的情况。 一旦

接下来南美市场大豆不能弥补今

春南美及当前美豆的产量损失，

那么供给端的题材仍然会重新点

燃豆类市场行情。 从

CBOT

大豆与

玉米的比价来看， 目前大豆在种

植面积争夺中与玉米相比并不具

备优势。 大豆播种面积增加幅度

是影响牛市是否延续的重要因素

之一，而若天气升水再能配合，牛

市行情可能还将持续。

海通期货2012实盘大赛汇总

国债期货仿真行情短期偏多

□本报记者 熊锋

国债期货仿真合约昨日小幅

收涨。市场人士分析，尽管资金面

的压力依然存在， 但由于股市低

迷和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尚存，

将使得国债期货仿真合约在短期

内保持震荡偏多的格局。

截至昨日收盘， 主力合约

TF1209

收 于

99.880

元 ， 涨 幅

0.03%

，成交

16009

手，持仓

36891

手 ， 减仓

378

手 。

TF1212

收于

99.692

元，与前一交易日持平，成

交

10204

手， 持仓

36781

手， 增仓

3076

手。

TF1303

收于

99.630

元，涨

幅

0.05%

， 成交

7911

手 ， 持仓

18788

手，增仓

4161

手。

中国国际期货分析师郭佩

洁指出，沪指昨日再创新低，而

交易所国债指数全天维持高位

波动， 放量上涨收于历史高点

134.12

，涨幅

0.04%

。银行间国债

价格则大部分呈现下跌， 主要

是由于本周二和周四共有

1450

亿逆回购到期， 资金面依然承

受较大压力。 目前，资金面缺乏

趋松的动力， 短期资金面情况

变动不大。

郭佩洁认为，

TF1209

已站上

5

日均线， 下方支撑较为强烈，尽

管相较理论价格仍然偏高， 但股

市的低迷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

将使得国债期货在短期内保持震

荡偏多的格局。

■ 第一线

均衡 商品运行之“美”

□永安期货 曾平

同为强哥的朋友， 老王和老

吴常常在一起辩论天下大事，可

说到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谁也没

法说服谁。

比如老王说：“全球经济前景

不妙， 后市看空”， 老吴反驳说：

“经济下行引发政策宽松，后市看

涨”；老王说：“欧债危机将继续恶

化，后市看空”，老吴又反驳：“价

格已经反映了预期， 后市看涨”。

老王那个气啊！

在一旁看的强哥忍不住哈哈

大笑。可笑归笑，强哥也一直对诸

如此类的悖论感到非常困惑。

直到最近，一切才豁然开朗。

这事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

一天， 强哥偶然看到一则消

息： 经过

35

年飞行的美国空间探

测器“旅行者二号”即将飞离银河

系，孤独地走向宇宙深处。

故事很简单， 但就是这样一

则消息般的“故事”，让强哥思考

了很多，并逐渐认识到大自然的

最终本质是依照 “均衡和对称”

的基本准则和随机因素去构造

自己。

如“均衡和对称”使物质分

为正物质和反物质，而随机因素

使正物质多于反物质，才形成了

今天的正物质世界。 当然，如果

按照“均衡和对称”的思想去推

测，人们最终可能会发现反物质

居多的世界。

大自然存在这样一种规律，

商品市场难道不是与之暗通吗？

强哥意识到， 大宗商品价格的运

行也是由“均衡和对称”的基本准

则和随机因素所共同决定的，秉

持这一思路即能彻底破解大宗商

品价格运行规律， 原先那看似无

解的悖论也会不攻自破。

那如何去寻找其中的 “均衡和对

称”呢？

经过一番深入地思考， 强哥

意识到，这一“均衡和对称”最有

可能跟宏观前景联系在一起。 即

商品期货价格很有可能与某种宏

观经济先行指标存在着 “均衡和

对称”关系。 他以沪铜期价为例，

开始了自己的一番研究。

经过数轮筛选， 终于发现其

庐山真面目，原来其中的“均衡和

对称” 关系就潜藏在欧元区制造

业

PMI

之中。

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

沪铜期价与欧元区制造业

PMI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欧元区制

造业

PMI

每增加一个点，沪铜期价

均衡值就增加

1523.741

个点；

当前沪铜期价的均衡值为

48571

，实际值高于均衡值约

6000

点， 其偏离是各种随机因素导致

的，中期将向均衡值动态靠拢；

如果相信欧债危机终将解

决， 欧元区的制造业

PMI

将在

45

一线企稳回升， 相应的沪铜期价

均衡值在

46000-50000

元之间，

也就是说， 此区间就是沪铜期价

的长期历史底部！

业内人士：四季度商品迎来买点

业内人士认为， 三季度商品

将完成震荡探底过程， 四季度则

将步入震荡“做”底的阶段，届时

投资者可逢低买入， 迎接新一轮

上涨行情的来临。

“滞胀来了吗？没有！ ”在

7

月

28

日由中粮期货等机构举办的

年中策略报告会上，

CCTV

证券

资讯频道首席评论员钮文新表

示，虽然生产过剩、物价上涨，中

小企业破产等种种迹象表明中

国经济即将进入“滞胀”时代，但

除非“

QE3

”推出以及中国以紧缩

政策压制需求，否则滞胀就不会

真正来临———前者将引爆美元

泡沫，经济在“美元毒品”的刺激

下再次反复， 而后又趋向于衰

退； 后者则因为

QE3

导致全球商

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从而可能招

致中国货币紧缩。

虽然认为

QE3

有可能在今年

四季度或明年初推出， 但中粮期

货首席投资顾问王在荣对于宏观

经济的看法相对乐观。他说，目前

全球经济处于复苏的合理回调阶

段， 虽然欧美目前还看不到利好

因素出现， 短期内商品市场也处

于震荡下跌的阶段， 但三季度行

情将完成低位震荡探底， 在商品

期货投资上应采用反弹策略，而

四季度行情将步入震荡“做”底的

阶段， 这时候， 投资者可逢低买

入， 准备迎接新一轮上涨行情的

来临。（胡东林）

■ 记者观察

美国旱情未了 豆类强势难止

□本报记者 胡东林

就在大家预期豆类将开始调

整之时， 周一大连豆粕盘中却再

现涨停。 人们不禁要问，“豆”你玩

何时结束， 美国的干旱对国内市

场影响真有这么大吗？

虽然时起波澜的欧债危机导致

商品市场的波动，但应当看到，本轮

由豆类引领的农产品上涨完全是由

美国干旱炒作所引起。 美国农业部

发布数据显示，

2012

年美国处于优

良状态的农田比例已经远低于五年

来的平均水平。 其中处于优良状态

的玉米农田比例已经下降到

48%

，而

处于优良状态的大豆农田比例也已

经下降到

45%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

7

月份美国东岸以及中西部的天气

将持续酷热和干旱， 美国将近一半

的玉米作物最迟在下周将进入最终

决定收成的授粉期， 如果天气仍然

维持干旱将严重打击玉米收成。

回顾历史， 你就不会对农产

品的上涨有任何诧异： 美国上一

次严重的干旱发生在

1988

年，当

时农作物优良率下降至史无前例

的

21%

，作物单产下降

25%

，当年

玉米、大豆、小麦产量分别比旱灾

前预期的产量减少了

35％

、

20%

和

10%

。 玉米、大豆、小麦的价格分

别上涨

80%

、

70%

和

50%

以上。

历史何其相似。

2012

年初夏以

来市场炒作的美国旱情，让豆类、玉

米以及小麦等农产品再度上演飙升

一幕。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

大豆、 豆粕以及玉米都创出历史新

高，受外盘带动，

7

月下旬大连大豆、

豆粕连续合约分别攀至每吨

4858

元和

4095

元，同创

2008

年金融危机

暴跌行情以来高位， 玉米连续合约

则达

2552

元

/

吨，改写历史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对美国的旱情

炒作还没有完全结束， 因为美豆刚

刚进入关键生长期， 天气变化更加

敏感， 而且现在市场不仅在关注干

旱损及的单产情况， 同时也在关注

实际收获面积可能减少引起的总产

量萎缩的预期情况。对国内而言，豆

粕将首先受到提振。这是因为，油脂

市场有国家调控预期， 且具体品种

间存在替代关系， 而大豆市场则始

终要考虑到抛储的因素。 同为饲料

原料的玉米，由于国内基本能自足，

即使美豆屈从于玉米而上涨， 但大

连玉米期价大幅拉涨的概率很小，

这样资金只能大肆炒作对外依存度

过高的豆粕品种。 回顾本轮农产品

上涨，大豆正是受到玉米带动，因为

美玉米受旱灾情况更为严重， 关键

生长期并未得到降雨的环节， 产量

下滑程度可能相对较大。

以目前信息看， 美国玉米减产

几成定局，大豆尚存变数。 由于美国

7

月正值玉米授粉期，处于对玉米单

产影响最大的阶段， 预计玉米单产

下降幅度可能达到

15%-20%

， 对整

体产量的影响达到

20%

以上。美国玉

米产量占到全球的

40%

以上，其减产

幅度若达到

20%

以上，将对全球玉米

供应造成重大影响， 从而为国内玉

米带来利多氛围。 至于大豆，目前正

处在开花期，受干旱影响相对较小，

但接下来的

8

月份灌浆期将是决定

大豆单产最关键的时期。

那么，干旱概念对于行情的支

撑能坚持多久？ 根据美国气象局干

旱监测，

9

月份之前主产区都可能维

持干旱高温天气，

8

月中旬之前美豆

仍会强势整理。要说具体时点，美国

农业部

7

月供需报告出台的

8

月

10

日

将会是一个时间窗口， 届时美豆单

产数据或将尘埃落定， 在此之前市

场资金都有炒作的砝码。

虽然部分品种如白糖、棉花之

类并未受益于本轮豆类引燃的涨

势，但毋庸置疑，恶劣天气会对整

个农作物市场造成系统性的价格

利好，而天气如果对某个农作物价

格构成较深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又

会溢出到其他农产品价格上。尽管

今年的美国玉米、大豆、小麦等作

物在种植面积方面有不同的变化，

但高温天气使得面积和库存等一

些基本面因素被淡化，而市场对新

年度作物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已主

导农产品价格走势。

7月30日国际大宗商品涨跌统计（%）

7月30日国内大宗商品涨跌统计（%）

５００

万以上组季度排名

排名 选手名称 累计收益率

１

傅海棠

４１．１０％

２ ８２０７０５１６ ２９．００％

３ １６９９９９ ２４．６０％

１００

万

－５００

万组季度排名

排名 选手名称 累计收益率

１

杨湛

１２６．４０％

２

证通

８８６ ７７．４０％

３

独行侠

７２．６０％

１０

万

－１００

万组季度排名

排名 选手名称 累计收益率

１

顺势而维

１０７．９０％

２ ０９１３３６ ７９．１０％

３ ＬＶＳＨ１ ７８．８０％

１０

万以下组季度排名

排名 选手名称 累计收益率

１

人生若只如初见

１３９．６０％

２ ８１０６０２６１ ９７．９０％

３

可翠娜

ｈｓｆ ９５．２０％

白银期货挑战赛 收益率排名

排名 选手名称 累计收益率

１ ８１０６３５５９ ９６．２０％

２

长空

Ｎａｖｅｄ ４９．９０％

３

阿海

２６．３０％

白银期货挑战赛 收益额排名

排名 选手名称 累计收益额

１

久富华凌

６５１６１２

２

韦航投资（一年

之后）

５８３９５１

３ ｚｈｌａｎｇ １３０６６５

中国三大口粮自己自足，但大豆进口依存度很高

图表来源：光大证券

点评：2012海通期货“笑傲江湖”期货实盘大赛自3月1日开赛以来，不断吸引着期货好手们加入赛事。 目前，参赛总人数达4369人，总

参赛资金再次突破历史记录：达到9.6亿元！

上周期货市场整体呈现弱势调整格局。 各组排名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全赛程三甲排名上，由三位风格迥异的选手：“傅海棠” 、“杨湛” 、“81180158” 占据。凭借精准的判断，“杨湛”在橡胶和黄金上收获

了不少利润。“傅海棠”和“独行侠”在上周二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资金回撤，好在及时从豆粕上抽身，并逐渐降低了仓位，始终活跃在榜单

前五强。 沉寂多时的“久富智本”也在上周再次跃入人们的视野。 凭借做空铜带来的巨大收益，轻而易举闯入全赛程前列。

[表格][国际期货点评]

[表格][黄金期货、现货每日价格波动]

30日沪锌主力早盘受外盘提振高开，后震荡低走。 目前国内下游消

费疲弱，操作上，短期内受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锌价恐将震荡下行；中期

弱势偏空思虑不改，关注60日均线附近阻力有效性。（高桂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