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品种扫描

白糖 低开高走

30

日郑糖低开高走，午

后开盘一度疯涨， 虽然此次

没能重复

8

月

15

日集体封住

涨停板的壮举， 但盘中放量

无疑有大资金的身影。不过，

上次炒作收储题材时主力资

金显然并未做好准备， 后市

能否继续涨势尚待观察。

（高桂英）

铜 低开高走

30

日沪铜低开高走，强

势收涨至

55680

元。 不过日内

铜价上涨主要受中德领导人

的积极言论提振，影响料较为

有限。 建议仍以反弹思路对

待， 但因短期波动较为无序，

操作上观望为主。（高桂英）

塑料 震荡走高

30

日连塑震荡走高，成

交量与持仓量温和放大。原油

高位震荡、国内出口大幅萎缩

等利空对连塑产生压力，但亚

洲乙烯供应减少、市场库存不

多又形成一定的支撑。预计

31

日将上冲

10100

一线的压力

位，如能成功突破，后市才能

重拾升势。（邹志林）

PVC�小幅回升

30

日

PVC

小幅回升，增

仓量明显增加， 终盘仍受制

于

5

日均线的压力。 基本面

上， 国内货币宽松预期强烈

对其形成一定的支撑， 但楼

市调控依旧， 下游需求复苏

缓慢对

PVC

形成压力。 预计

PVC

短线仍以震荡筑底为

主。 （邹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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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卓越品质和完美工艺而倍受青睐的

一汽 - 大众全新速腾， 自上市以来便被奉

为首选家轿， 连续数月的不俗销售业绩也

印证了自身的过人实力和超高人气。眼下，

一汽 - 大众“金融引擎” 汽车金融服务平

台为全新速腾特别推出的四款“质” 爱座

驾无忧金融购车方案， 为这款德系神车再

添崭新注脚。为满足资金优化、快捷审批和

升级车型等多样化需求而量身打造的四款

金融购车方案，不仅缓解了速腾车主的购车

压力，更助力众多车主进行汽车消费理财。

贷款购车正当时，速腾金融正当红

在上海工作的王女士最近喜事不断。

她原本想全款买一辆入门级别的代步车，

在一汽 - 大众经销店人员的建议下， 她用

买代步车的全款作为首付，将一辆 2012 款

的全新速腾开回了家， 还享受了一年零利

率的政策优惠。 “全新速腾金融政策让我

在两小时内就升级了梦想， 而且没有任何

压力，这结余下的资金就算存成定期，也是

一笔不错的收益。 ” 王女士满脸笑意地说。

据了解，如今的国内车市，消费者购车的策

略越来越高明， 单一的全款购车时代早已

远去， 借助各种金融手段贷款购车的人越

来越多。 消费者选择金融的方式购车不仅

是为了有效缓解当下资金压力， 更是为了

“精打细算” 恰到好处地做好投资理财。而

此次一汽 - 大众全新速腾四款专门为消费

者“量身打造” 金融购车政策，可谓全方位

满足了消费者对于购车及理财的各项需

求， 在目前市场上各种汽车金融政策中脱

颖而出，人气异常火爆。

四款产品荣耀绽放，赞誉不断好评如潮

灵活的金融方案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

选择方式， 让精于理财的各位全新速腾车

迷们做到消费理财两不误。借助零利率，低

首付的金融方案，首付只要达到 45%，便可

轻松拥有“质” 爱座驾，并享受一年期 0 利

率；对于现金流需求较大的车迷，可选择最

低首付 20%的方式， 畅享 1-5 年期 1.66%

起低利率。 消费者在享受全新速腾带来的

品质生活的同时，还可以自由安排资金流，

轻松实现理财计划。

而“半台车” 弹性信贷方案主要针对

有短期融资需求的消费者，首付 50%，12 个

月后结清剩余 50%， 根据选择车型一年内

仅需支付 166-466 元不等的月供。 这一年

的自由资金（余下的一半尾款）消费者尽

可用来短期投资， 获取更大收益。 如此一

来，轻松购车与精明理财同步进行，方显智

者本色。

消费者也可选择“信用卡双免” 产品，

首付达到 50%， 便可享受招行和建行的零

利率、零手续费或低手续费等优惠措施。

对于有旧车升级计划的消费者而言，“二

手车置换” 计划更是不可错失的购车良

机。以任意品牌的二手车置换全新速腾，均

可享受 5000 元的购车补贴；

据悉，源于一汽 - 大众“金融引擎” 服

务平台的全新速腾汽车金融购车方案，秉

承了“金融引擎” 服务平台“精挑细选” 、

“量身定制” 提供“一站式购车服务” 的宗

旨，一经推出，反响甚佳，好评如潮，这股理

财型购车的热潮正在席卷当下的国内车市。

借助全新速腾金融购车方案， 轻松拥

有爱车，尽情感受它的澎湃的动力、舒适的

空间以及丰富的人性化配置，“质” 感生活

触手可及。

精明理财驾享生活 全新速腾金融购车方案红遍神州

－企业形象－

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将对

山东双月园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

双月园禅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19%的股权进

行公开拍卖。

拍卖时间：2012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5:30

拍卖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6 号

全国农业展览馆农展宾馆 402 会议室

展示时间：2012 年 9 月 3 日 -6 日； 有意竞买

者请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上午 15 时前将保证金

打入指定银行帐户(以实际到帐为准)，并携带有效

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公司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玉带河东街 101 号

联系电话：13511061028，18622602255，010-60565097

联 系 人：李先生 马小姐 周小姐

北京蓝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寻找投资市场的“红玫瑰”

□赵相宾

刚刚过去的“七夕”被誉为中

国的情人节，在投资市场中，近期

也有个白玫瑰、红玫瑰的品种，这

就是黄金市场和股票市场。那么，

投资者应该选哪一个呢？

从金市和股市的现实角度

出发看，过去的这一周显然是以

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市场力拔

头筹，而股市还在步步惊心的下

跌调整中。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

利，在国内资本市场无法做到无

缝转换和链接之际，我们更需要

睁大眼睛把这两个市场看的清

清楚楚。 既然有了以上的对比，

自然是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

市场值得大家去爱， 白玫瑰、红

玫瑰， 金市股市赚钱才是王道，

由此来说，前者才是我们要找的

“红玫瑰”。

首先， 黄金和白银的货币属

性决定了二者的出身不同。 英雄

莫问出处， 但要赚钱首先就得看

投资品的背景。 金银的货币属性

和股票的信用属性不同， 在以宽

松为大背景的时代， 各国央行齐

放水救市， 美联储上周也扛不住

了，

QE3

魅影忽隐忽现，货币的虚

弱决定了真金白银的价值。

其次， 当前的世界危机不

断，经济萎靡不振和主权债务的

坏消息接踵而至， 欧元不行，美

元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黄金和

白银，在危机的发展和延续过程

中越发体现出抵御风险

的价值。 危机不是一年就

可以解决的，因此长期看

最符合价值投资要求的

不是股市，而是金市。

第三，美联储如果第

三轮放水救市，也就是大

家挂在嘴边的

QE3

打破

牢笼，我们姑且不去讨论

如果推动股指上涨和通

胀的运行趋势，单就美元

再次回落造成的后果谈

起。必将推动央行的增金

计划，包括我们国家在内

的金砖五国央行，将在美

元再次贬值大幅下跌之

际，只能再度加快增持黄

金，各国外储多元化中黄

金是最佳选择，也是黄金

再度牛市的基础保障。央

行增持的速度和幅度将

决定后市金牛如何疯狂

演绎。

在中国， 炒黄金和白

银可以选择纸黄金纸白银， 目前

各大银行的纸金银都可以小额购

买，有些银行还有固定差价的购

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投

资者的回购费用和渠道压力。某

些银行年初就推出的增加沽空

方式，使得纸金银具备双向交易

特点，这一点真是羡煞股民。

实物投资是很多投资者的

最爱， 其实， 无论是买条金项

链，还是买根投资金银条制品，

都是黄金实物投资的范畴。 首

饰金虽然溢价很高不算真正意

义上的黄金投资， 但是如果能

抄底成功也会获利丰厚， 例如

前期在

380

元抄底， 到最高

460

元附近也能赚个盆满钵溢，“拉

风” 的同时赚钱的道理相信大

部分人比较认同。 金银制品更

是当前的热点， 无论是珍藏还

是传世还是长期持有， 在扣除

手续费后的收益还是很客观，

投资实物黄金，我们的口号是，

拥有黄金，拥抱安宁。

当然，金市和股市无法做到

绝对分割，二者也不是水火不容

的关系，其实股市中就有黄金题

材类的股票，例如我国股市中的

山东黄金、中金黄金、豫光金铅

等等股票。 每当金价飙升的时候

这些股票也是水涨船也高，贵金

属题材类股票就是股市中的“战

斗机”。

（作者单位：天津圣百雅贵

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华泰长城期货看市

沪胶弱势难改

□任建封

近期在泰国政府否决新的

150

亿泰铢干预计划之后， 胶价

应声而落，重回弱势。 但必须看

到， 产胶国的保价措施难有实

效，需求疲弱和流通环节的高库

存都将使胶价长期处于弱势。

国际橡胶三方联合机构

8

月

16

日发布声明，宣布泰国、印尼、

马来西亚三国政府将实施橡胶

限制出口计划。 在此计划框架

下，三国将通过两个措施来减少

共计

45

万吨的供应量。一是减少

30

万吨橡胶出口， 二是翻新

1.6

万公顷胶园，进而减少

15

万吨的

供应量。

ITRC(

泰国、印尼和马来

西亚三国橡胶联盟

)

和监督委员

会将检测上述方案的实施效果。

在最新的橡胶限制出口

30

万吨

的计划中，泰国将承担

15

万吨的

减少份额，印尼为

10

万吨，马来

西亚为

5

万吨。此外，泰国政府将

对于同意砍伐胶树的胶农，将支

付

510

美元

/

莱（合

3187.5

美元

/

公

顷）的补贴。 泰国政府决定自

10

月

1

日起，

6

个月内缩减橡胶出口

10%

。

但是，对于三大产胶国以配

额的方式限制出口， 实际执行可

行性不大。 三个国家并没有形成

像

OPEC

那样的寡头垄断组织，很

难统一实行，即使实行了，今年本

来就是个增产的年份， 合计限制

出口

30

万吨，占总出口量的

4%

左

右，在需求疲软，本身供应过剩的

时期， 难以对价格产生有效的支

撑。至于翻新胶园，

2005-2011

年

,

三国共翻新面积为

73

万公顷

,

平

均每年翻新超过

10

万公顷

,

所以

他们推出的所谓翻新

1.6

万公顷

胶的措施应该只是正常计划的一

部分。 随着泰国政府否决另外支

出

150

亿泰铢来干预橡胶市场的

计划， 东南亚三国的保价措施告

一段落，有虎头蛇尾之嫌。

从需求端来看，

7

月份重卡

市场销售

38873

辆 ， 同比下降

23.1%

， 累计同比下降

19.6%

。

7

月份的重卡市场是

2009-2012

年

这四年间同期最差的一个月份，

其单月销量降到了

4

万辆以下，

远低于

2009

年

7

月的

53768

辆 、

2010

年

7

月的

70184

辆和

2011

年

7

月的

50530

辆。 需求的疲弱最直

接的反映是高企的库存。 截至

8

月

16

日，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较

8

月

1

日增加

6000

吨至

24

万吨。分

品种来看， 天胶增加

3500

吨；合

成胶增加

2500

吨。 近期可能迎来

年度库存高峰。

需求不振，下游轮胎企业受

到的冲击最大。 以前企业遭受的

危机更多的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

方面， 如今却是市场需求的萎缩

和库存增加。 由于国外市场需求

下滑，客户往往会在诸如环保上、

质量上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竞争对手还会在本地市场设置贸

易壁垒， 如欧盟出台了全新的轮

胎标签法案， 这将大幅提高出口

欧盟的轮胎企业的安全环保压

力。

此外， 对美国轮胎市场来

说，

9

月

26

日，输美轮胎“特保案”

3

年期限将满。就目前形势来看，

“特保案” 本身延期的可能性不

是很大，但并不排除美国对中国

输美轮胎出台其他变相保护措

施的可能性。

市场需求锐减形成了买方

市场，为了减少库存压力，降价

成为了许多轮胎企业不得不使

用的方法。近期邓禄普全钢胎降

价幅度

10%

左右，固特异全钢胎

部分降价， 降价幅度在

100-250

元

/

条不等。 与年初相比，山东东

营大王镇轮胎企业半钢轮胎普

遍降价两至三成。而轮胎行业本

就利润率微薄，降价潮的来临将

使轮胎行业更加步履维艰。 中国

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公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

2012

年上半年，

轮胎行业整体利润率为

4.46%

。

这意味着，在降价潮后轮胎行业

将有大量企业开始出现亏损。

回吐压力涌现 豆粕飙升或已到头

□本报记者 胡东林

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对于持续

上涨的豆粕价格已开始关注，而处

于高位的豆粕期货也渐生 “寒意”。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外盘支撑尚存，

但鉴于大豆、豆粕比价明显偏低，一

旦配合其他消息指引，豆粕后期将

遭遇巨大的高位获利回吐压力，期

价也不排除有显著回调的可能。

多头“风紧”

豆粕价格持续上涨已引起国

家发改委的高度关注。 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了解， 国家发改委于

30

日下午专门召集国内主要食用油

生产和进出口企业、 期货交易所

和证监会等单位人士以及专家，

分析当前豆粕市场形势， 研究对

策。与会人士认为，目前大豆价格

与豆粕价格的比价关系已不合

理，也不可持续，豆粕市场后期存

在较大的回调压力。

自

6

月初以来， 在美国干旱、

美豆库存等问题的炒作下， 国际

投机基金一路大量增持美豆、豆

粕市场的净多持仓， 助推行情不

断走高。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粗略

计算， 自

6

月初本轮涨势启动以

来，截至

8

月

30

日，

CBOT

黄豆连续

合约的涨幅已达

32.63%

， 国内豆

粕期价涨幅约为

30%

。 值得注意

的是， 今年以来国内豆粕大部分

时间基差为正值， 即现货价格高

于期货价格，形成倒挂，截至

30

日

的现货价格仍较期价高约

300

元

/

吨。同时，国内大豆与豆粕价差目

前基本在

500-750

元间波动，处于

历史较低水平， 从这个角度看豆

粕价格也有调整的可能。

或许嗅到了紧张的气氛，一

直底气满满的多头这次却仓皇撤

离：昨日，豆粕期货累计减仓近

8

万手。 在持多单排名前三位的席

位中，永安期货减持

3960

手，国投

期货减持

25699

手，中粮期货减持

9530

手。同时，同样是第一空头的

永安期货席位增持空单

4869

手，

万达期货和国投期货分别减持

3265

手和

6474

手空单。

空头缺底气

回顾本轮豆粕的上涨，资金面

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本原

因还在于美豆旱情炒作和国内大

豆供应趋紧且豆粕需求高位运行。

国家粮油信心中心稍早表示，

9

月和

10

月的大豆进口量料均低于

400

万吨。 而国内生猪存栏量较高，

市场对于豆粕的需求刚性强烈。 最

新的官方数据显示，

7

月份全国生

猪存栏量约为

4.62

亿头，较

6

月份变

化不大， 而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2.5%

； 能繁育母猪的存栏量约为

4940

万头，虽然环比减少

0.3%

，但同

比增加

4.1%

。生猪存栏量高企，且生

猪并未到普遍出栏时间，这使得饲

料企业对豆粕原料的需求明显。

“对于昨日主力多头的撤退，

空头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分析人

士认为， 遭受当头一棒的多头会

不会卷土重来尚未可知， 而以目

前看，除非出现新的消息指引，空

头仍然缺乏大举进攻的勇气。 短

期而言， 力量对比的优势将向空

方转移，此消彼长之后，市场很可

能会再次进入僵持阶段。 但倘若

消息面未能跟进， 由于市场基本

面尚未改变，

CBOT

大豆上涨趋势

保持良好， 看到机会的短线多头

资金再次接力， 那么豆粕也不乏

进一步走强的可能。

监管层理性应对

期市稳健运行

从历史上看， 一个期货品种

的天量成交和持仓一般会孕育大

的风险，其间一般会伴随着部分投

资者爆仓、市场指责、直至招至监

管政策的干预以化解风险，但这一

幕并未在豆粕期货上演。回顾本轮

豆粕上涨以来的

3

个月时间里，监

管层理性应对， 期货市场稳健运

行。 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国内期

货市场已发展至新的阶段，市场监

管能力和水平己跃升至新的层次，

市场环境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此前， 针对豆粕市场的热度

回升，大连商品交易所专门发出通

知，自

8

月

6

日结算时起对豆粕期货

“扩板提保”，充分体现了交易所将

风险控制提前化的积极心态。该所

负责人表示，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

险和区域性风险是市场监管的底

线，特别是从

4

月份以来，交易所加

强了对豆粕各合约交易情况的动

态监控和风险测量， 严防违规交

易，保证了市场的稳健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猪肉价

格持续低迷， 猪粮比价也一直低

于

6:1

这一盈亏平衡点，但豆粕价

格的居高不下， 最终将难免传导

到肉价上。从这个角度看，豆粕价

格出现回落， 显然有助于消除后

期的潜在通胀因素。

四品种击鼓传“熊”

惨淡螺纹钢能否逆袭成功

□本报记者 熊锋

继周三尾盘突然拉升之后，昨

日，原本屡创新低的螺纹钢期货再

度上演逆袭一幕，涨幅逾

1%

，在工

业品中居前。 但业内人士认为，昨

日上涨仍属技术性反弹，市场空头

格局未改， 甚至有悲观人士认为

1301

合约有跌破

3000

元

/

吨的可能。

螺纹钢上演逆袭

与近期大涨的豆粕期货相

比， 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眼下的

螺纹钢期货颇为恰当。 昨日螺纹

钢以逾

1%

的涨幅居于商品市场

前列， 但新低之后的反弹能否说

明底部已经探明呢？

昨日， 螺纹钢主力合约

1301

报收

3437

元

/

吨，上涨

37

元，涨幅

为

1.09%

。 虽不如农产品涨势如

虹，但在工业品中却居于前列。 多

头突然爆发， 到底是回光返照还

是曙光已现？

国泰君安期货分析师付阳认

为，螺纹钢仍将维持弱势，主要和

基本面相关。 他指出，需求无亮点、

房产税传言再起加之最近贸易商

资金链断裂的传言，让市场情绪越

发悲观。 但从技术面看，经历了连

续加速下跌后，最近出现的长下引

线形态显示出有短期见底的迹象。

昨日螺纹钢期货尾盘增仓，

但是就日内走势来看， 盘中脉冲

式上涨却是空头平仓所发动，虽

然也有多头入场， 但午后的震荡

上行伴随持仓减少， 透露出反弹

其实仍是空头减仓所致。

“螺纹钢回升主要是技术性弱

势反弹。”海通期货投资咨询部总经

理陶金峰分析，由于产能过剩，供大

于求加之货币政策宽松预期多次落

空， 期价压力重重。 此外上游原料

中，铁矿石、焦炭价格下行等因素亦

决定了螺纹钢还有下行空间。 他甚

至悲观的预计

9

月底至

10

月，

1301

合

约可能下探

3000

元

/

吨大关。

击鼓传“熊”仍将上演

5

月份以来，最为惨淡品种的

永远就是那么几个： 螺纹钢、焦

炭、天胶、白糖。 下跌再下跌在它

们身上轮番上演。 在最近

4

个月

里，焦炭跌幅居首达

33%

，而螺纹

钢、沪胶跌幅逾

20%

、白糖近

18%

。

相比焦炭的低迷到底， 白糖

却时不时因为收储的消息发生脉

冲式的上涨， 不过就这几个品种

而言， 基本的疲弱使得消息面导

致的上涨难以改变偏弱的基调。

对于焦炭而言， 业内人士指

出，目前焦炭现货市场跌势依旧，

成交清淡， 多数焦化企业处于微

利或亏损的边缘， 企业产能一再

压缩， 而部分炼焦煤品种价格继

续下调，钢厂不断下调采购价格，

市场空头格局未变。

对于沪胶， 兴业期货施海分

析说， 原油上冲

98

美元一线遇阻

并缓慢回落， 国内能源化工产业

中下游消费需求疲软， 导致供需

偏空。 周边市场中，东京胶和新加

坡胶市延续跌势，国内海南、云南

现货有价无市，对沪胶构成压制作

用。 昨日盘面价跌仓减，空方加码、

多头减磅，双方力量依然有利于空

方。不过他也指出，盘中

受

A

股及其他品种带动

回升，说明低位存在支

撑，后市下跌可能放缓。

对于白糖期货而

言， 昨日收储传言再起，

白糖盘中再次发力上涨，

但是“狼来了”的故事的

作用似乎一次不如一次。

8

月

15

日市场第一

次传出收储信息时，白

糖期货价格就在

8

秒钟

内迅速涨停并封至收盘； 昨日再

次传出收储新糖， 白糖期货主力

合约

1301

也曾一度触及涨停板，

不过此后打开， 收盘报收

5390

元

/

吨，涨幅为

2.14%

。

“我觉得还要回调”，国泰君安

期货分析师周小球说，由于经济环

境低迷，产业链下游采购力度异常

缓慢，销区现货库存远低于历史同

期水平， 产业链上游库存庞大；另

外，国际糖价不断下跌使得远月进

口有利可图，从而压低了远月合约

价格，并最终带动近月合约价格下

跌。供需关系持续恶化曾使得白糖

期价在周三创出两年新低。 此外，

“市场对收储传言的消息已渐趋麻

木。 ”他提醒说。

棉花 小幅上涨

30

日郑棉继续小幅上

涨， 主力

1301

合约最终以

阳线报收。 均线系统继续

在缠绕纠结中前行。 操作

上， 仍然建议投资者做日

内交易，谨慎操作。 关注最

新经济动态对市场的影

响。 （高桂英）

本轮豆粕的上涨，资金面只是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本原因还

在于美豆旱情炒作和国内大豆供

应趋紧且豆粕需求高位运行。

黑龙江省九三粮油工业集团

北安制品公司将加工出的大豆粕

码垛。

新华社图片

焦炭 成交清淡

周四焦炭1301合约再遭空头抛压，期价最低下探至1363元/吨。 炼焦煤整体弱势盘整，市场心态仍较为悲观，临近月底部分下游用户结算价格有所下调。 进口煤炭市场弱势运行，整体成交情况仍显清淡。 建议空单依托5日线持有。 （邹志林）

铝 震荡整理

周四沪铝震荡整理，表现较周边金属明显滞涨。 现货成交仍显清淡，因中国铝企减产并不积极，从而限制了期价反弹高度。 操作上，1211合约仍保持观望态度，关注能否突破15350-15450元区间。 （邹志林）

国债期货仿真合约加速移仓

本报记者 熊锋

国债期货仿真合约昨日走势继续分歧，但整体依然偏强。 由于TF1209离9月14日最后交易日越来越近，投资者已经加快移仓至TF1212。 市场人士分析，由于市场对降准的预期逐渐落空，国债期货仿真合约短期内将维持震荡盘整。

截至昨日收盘，TF1209收于99.000元，上涨0.09%，成交17955手，持仓19798手，减仓430手。 TF1212收于98.840元，下跌0.03%，成交12568手，持仓40433手，大幅增仓2911手。 TF1303收于98.828元，上涨0.04%，成交7302手，持仓16691手，减仓216手。

中国国际期货分析师郭佩洁指出，央行昨日开展了100亿7天期和300亿14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与本周二持平。 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下跌21bp至2.39%，但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14天质押式回购利率双双上涨。 她认为，临近9月底的季末资金紧张时点，逆回购缩量令资金面紧张状况雪上加霜，昨日银行间市场国债价格普跌，对国债期货仿真

价格的反弹形成抑制。

由于市场对降准的预期逐渐落空，郭佩洁预测，国债期货仿真合约短期内将维持震荡盘整，但价格回调幅度亦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