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通期货“笑傲江湖”业绩平台

中的交易高手范先生在成为期货职

业投资人之前，有着令人艳羡的“金

饭碗”———

2004

年从福州大学计算

机系毕业后即进入电视台从事

3D

后

期制作。然而，

2007

年，他做出了一个

让家人和单位领导都措手不及的决

定：放弃电视台的编制，独自出来闯

荡。 受身边同学的影响，一头扎进股

市，从此便在金融交易之路上一骑绝

尘，先后参与了股票、权证、美股、加

股、外汇，

2010

年开始交易股指期货。

目前范先生管理的展示账户

“福建莆田东风投资”在海通期货业

绩平台以总收益率

165.7%

、逾

516

万

元总收益额稳居综合排名二十强。

作为一名纯技术派交易者，图

形怎么走他就怎么做，不预先研判行

情走势，“我会总结归纳所有盘外发

生的情况对于开盘或盘中的影响，比

如“高开高走”、“低开低走震荡”等等

各种市况。行情的改变都会有它的先

兆， 我所做的就是依我的经验总结，

根据不同的图形变化来采取不同的

操作。”他通常根据

30

分钟、

60

分钟和

日线

K

线图来判断趋势走向， 以

1

分

钟、

3

分钟、

5

分钟

K

线图，分时图和盘

口价格来决定开平仓时机。

在资金管理方面， 范先生根据

不同的图形位置有不同的加减仓策

略。考虑到目前的回撤率较大，加仓

需要做到循序渐进，平稳地加仓。其

2013

年

8

月份的回撤就是因为加仓

过快又恰逢相克的行情导致的。

风险控制策略同样是根据图形

来止损，而不是用固定点数。目前账

户的最大回撤率为

-34%

，由于这是

系统内的回撤，所以他并不担心。范

先生认为最大的风险点在于侥幸心

理，也就是“赌性”。赌性易催使背离

自己的交易策略、交易理念，不严格

执行既定的操作守则。

最后，范先生给尚处于摸索阶段

的投资者提了些肺腑之言：不要急于

入市操作，多观察，多归纳总结。研究

方法因人而异，但必须静下心来踏踏

实实做研究。 至于结果，有时候得靠

机缘巧合，可能偶然间的一个灵感就

会让你的交易有飞跃式提高。如果制

定了自己的操作守则，并且实际检验

可行，则一定要严格遵守，不要轻易

随情绪变动。（海通期货 马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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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持续上涨 大行缘何仍看空

□本报记者 王超

时隔整整一年之后，国际金价一举突

破200日均线，这是否意味着黄金从此重

返牛市？ 国际投行高盛近日再次强调，

2014年最为看空的商品仍是黄金。 主要

依据是美国经济仍会温和复苏，新兴市场

动荡可能性充其量是“茶壶里的风暴” 。

三驾马车拉动金银

近期， 尽管基本面没有出现重大的

利好消息与之遥相呼应， 全球金价上涨

却势如破竹，白银亦涨势如虹。 上周，国

际金价自2013年11月初以来首次突破

1300美元/盎司的关键价位。年初迄今其

涨幅达到了9.6%， 过去一周黄金的涨幅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为过去半年来表

现最好的一周。 而在昨日国内市场上，沪

金沪银延续强势，领涨商品，白银更是收

于涨停。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上涨原因主要

归因于三个方面：

首先， 上周五发布的欧元区整体以

及各重要成员国2013年第四季度的经济

数据集体向好， 这与此前美国经济数据

表现不佳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糟

糕的是，上周五晚间发布的美国1月工业

产出月率下降0.3%， 自2013年7月这六

个月以来首次下跌，预期上升0.3%，前值

上升0.3%，而1月制造业产出月率则创下

2009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

其次，美元指数的表现毫无起色。 自

去年11月以来连续三次上攻81.50点这

一阻力位，却均已失败告终，从此就一蹶

不振， 近日更有失守80点这一最后防线

的可能，美元弱势可谓显而易见。 另外，

频频走软的美国经济数据让投资者对美

国经济复苏的信心一点点消退， 从而也

更加推动避险资产黄金价格的上涨。

最后，美元虽然表现疲弱，却有美联

储QE收紧的预期为支撑，但这并没有影

响美国股市场的持续繁荣。 金银、商品、

能源等也同样保持着坚挺走势。 由此可

见， 全球资本市场的信心恢复是基于金

融危机阴霾散去之后， 超宽松货币环境

下的资产价格回升预期的升温。

“这种资产价格回升预期的持续，不

可避免的引发了对未来发生全球性通货

膨胀的担忧。”西汉志黄金公司研究员修

成才认为， 投资者倾向于减少货币资产

的持有量比例， 增加对保值避险类资产

的配置结构和数量。 我们看到欧美股市

的持续坚挺， 近期黄金白银的ETF基金

开始有重新增仓的现象， 国际贸易量的

显著回升，以及原油价格重回100美元整

数关口等等，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证明。

重返牛市遥不可及？

“在上周五并无特别重大消息面的

指引下黄金能取得如此好的涨势， 可见

此时的金价早已一扫2013年的阴霾。 ”

世元金行研究员杨雪研指出， 更为重要

的是上周五的金价一举突破了200日均

线， 金价上一次跌穿200日均线时在

2013年的2月11日，从此一整年进入了熊

市；而今刚好时隔一年后，金价强势上穿

200日均线，是不是意味着从此黄金重回

了牛市？

然而，国际投行高盛近日表示，2014

年能够确定最为看空的商品仍是黄金。主

要依据是：美国经济仍会温和复苏，股市

大跌的风险并不存在，且新兴市场的风险

可控。 这将抑制黄金市场的避险需求。

该机构认为，不同于其他商品，黄金

的市场存量远远高于其年产量， 可能是

100—150倍。 金价变动主要看库存掌握

在谁的手中，全球主要央行、黄金ETFs�

、 对冲基金或是中国印度实物需求等都

是决定因素。 但就目前而言，新兴市场动

荡大规模升级的可能性较充其量是 “茶

壶里的风暴” 。 而且，美国股市未来进一

步大规模调整的概率较低。

而世元金行分析师岳凤斌表示，随

着浅层地表中黄金勘探开采量的殆尽外

加黄金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近年来，南

非、 美国等传统黄金生产大国的黄金产

量均出现逐年递减的态势。 当前，全球年

度黄金开产量基本稳定在2100吨以上，

但想要突破年产量2900吨的历史峰值已

非易事。 而黄金总产量的递减又不得不

让人们开始对黄金未来的国际需求而略

感担忧， 金价或许也会因为此类趋势的

发生而备受瞩目。

修成才认为， 在本周四美联储将要

公布一月份议息会议纪要，届时，耶伦有

可能会对最新的经济形势调整有其说

法，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黄

金能否延续其涨势在周四将会至关重

要， 如果多头能顺利挺过本周四的会议

纪要， 那么带动金价在2014年重回牛市

将不会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传说。

黄金处于恢复性上涨阶段

□全唐贵金属 孙英渤

春节假期结束以后，金价已经连续六

个交易日上涨， 其强势格局显露无遗，市

场质疑金价的声音逐渐消弭。黄金市场结

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价格的上升是长

期供求再平衡的主要表现，在突破

1300

美

元的重要心理关口后，黄金中短期买盘更

加重了需求扩张与供给弹性不足的现状，

金价将在中期内维持上行格局以使得价

格恢复到新的供求均衡点。

黄金市场原有均衡被打破的主要原

因为需求增加引起需求曲线引动， 而短

期供给曲线由于缺乏弹性而维持供给量

的不变甚至减少。 黄金需求增加绝非短

期因素的暂时性影响， 而是有着深刻的

长期内在动因。

首先，美国经济在过去两年的强势

复苏有可能在今年受到严峻考验。对于

经济总量增长有着重要影响的是消费，

而近期公布的零售数据令市场担忧。同

时，消费边际倾向的降低增加了储蓄率，

美国

2

月个人储蓄率为

0.3%

， 创

2007

年

10

月来最高水平。 消费不足令短期内总

需求趋弱， 而私营企业在需求不足的情

况下扩大计划性固定投资的意愿不强

烈， 加之美联储开始逐渐缩减其资产负

债表的扩张速度令联邦基金利率出现上

行预期， 利率的上行预期在很大程度上

加重了对于投资的抑制效应。可以预期，

拉动美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储蓄与投资在

当前经济背景下都难以继续支撑经济高

速增长， 今年美国

GDP

的增速将很有可

能再次回到

2.0%

。

其次， 黄金市场过去两年持续下跌

的驱动因素是美国经济高速复苏。 美国

失业率从危机时的高位回落至

7%

下方，

各项经济数据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回暖，

但仔细审查美国经济复苏以及就业市场

的情况发现，经济复苏仍显得较为脆弱，

就业市场主要增加了短期低工资职位，

而民众的收入以及企业的投资并未有实

质性改善。 但同期的证券市场升幅十分

巨大，黄金跌幅也超出市场预期，基于脆

弱经济复苏基础上的金融市场价格波动

将在今年得到修正， 黄金本轮上行可以

初步定性为恢复性上行。

最后，从实物黄金市场的情况来看，

中国以

428

吨的黄金年产量连续第七年

成为全球第一大黄金生产国， 这一产量

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澳大利亚。 目前黄

金主要供给来自于中国， 但由于中国对

于黄金的庞大需求以及作为人民币国际

化先导的黄金定价权争夺战略， 使得中

国每年对于黄金的进口逐步递增。 实物

黄金市场的供给需求再平衡过程势必传

导至黄金衍生品市场而引起价格的剧烈

波动， 特别是在宏观经济不振的大背景

下， 实物供求失衡引发的价格变化往往

会被全球资金流入所放大， 从近期的黄

金走势来看， 黄金价格上行趋势已经得

到市场认同， 价格上涨与资金流入的正

反馈效应初步形成， 黄金后市或将上攻

至

1400

美元附近。

新华社图片 合成/苏振

沪胶暴涨或昙花一现

□本报实习记者 王姣

周一沪胶涨势凌厉，多个合

约逼近或触及涨停。分析人士认

为，流动性相对充足和贵金属日

前走强为市场提供了投机信心，

加之低产季供应趋减和下游需

求将逐步复苏，前期跌幅过深的

沪胶可能迎来一波“超跌反弹”

行情。 不过，供需失衡导致的高

库存现状难改，沪胶空强多弱的

局面仍在持续，此次反弹后很可

能重回弱势。

诸利好助超跌反弹

2月17日，沪胶期货放量大

涨，其中主力1405合约暴涨745

元/吨至16360元/吨，日涨幅高

达4.77%；沪胶1403、1408合约

一度触及涨停。

“昨日胶价大涨主要有三

方面因素， 一是技术性反弹需

求， 二是日胶大幅上涨的提振。

三是上期所橡胶库存小幅下降

206吨， 加上下游补库逐步开

始， 给予市场对需求回暖的信

心。 ”中钢期货能化研究员高雪

峰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从盘面来看，沪胶一改往日

空头平仓带动反弹的势头，盘后

席位显示多头入场较为明显。银

河期货研究员董世光认为，“目

前的内外部环境明显给了多头

入场博弈的契机。 首先，上周全

球宏观氛围继续驱暖，美元指数

进一步走弱，中国1月经济数据

向好。 其次，东南亚主产国陆续

迎来停割，国内现货市场等待节

后需求恢复，市场普遍认为沪胶

短期进一步下行空间不大。 ”

安信期货研究员胡华钎补

充称，橡胶组织和主要产胶国近

期相继释放挺价言论，也有助于

提振沪胶价格。 近日，国际橡胶

联盟建议三大产胶国的贸易团

体联合减少供应量以支撑胶价，

泰国橡胶出口商拒绝低于成本

价销售。如果橡胶组织和主产国

切实采取挺价的措施，那么今年

春节后沪胶很可能迎来一波

“超跌反弹” 行情。

空强多弱局面延续

展望后市， 高雪峰认为，当

前影响橡胶走势的因素主要有

三点： 一是国内外宏观经济，特

别是2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

结果可能影响胶价，二是国际橡

胶生产联盟的限制橡胶供应措

施能否到位，三是国内节后轮胎

需求是否有起色。

宏观经济方面，业内普遍预

期中国两会前宏观政策利好有

望出台， 中国外贸数据预期向

好， 国内短期宏观氛围尚可；美

国财政问题近期则将再度进入

市场关注焦点。

国际供应方面，ANRPC在

其月度报告中称，供应量共占全

球93%的主要橡胶生产国今年1

月的生产增速或较2013年1月

的6.9%降至3.9%， 但预计2014

年全年产量将继续增加。高雪峰

认为，由于受天胶价格的下行拖

累，胶农的生产积极性受到较大

打击，因此增幅很可能小于目前

的市场预计增幅，虽然国际橡胶

联盟呼吁减少橡胶出口，但预计

实际效果较为有限。

而国内库存持续增加的同

时，下游需求尚未恢复，短期国

内供给仍将维持宽松格局，这直

接制约了胶价反弹的动能。公开

数据显示， 截止到2月15日，青

岛保税 仓库 的橡胶库存为

339900吨，而截止到1月15日为

304300吨， 主要是由于天然橡

胶增速明显加快； 进口方面，中

国1月天胶及合成橡胶进口总

计为48万吨， 同比增长22.7%，

进口量的继续暴增也不利于胶

价的反弹。

目前国内现货成交清淡，下

游轮胎厂尚未见大规模采购动

作， 未来需关注轮胎厂能否形成

一轮采购潮以带动价格反弹。 对

此，高雪峰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

为， 年前大部分轮胎企业橡胶库

存较低，随着年后生产开始，补库

将成为主流选择， 预计短期橡胶

需求将得到一定改善。 但总体来

看，当前橡胶库存高企，巨大的库

存将压制价格的彻底反转， 同时

国内橡胶供给充裕的格局很难打

破，橡胶空头趋势难改，此次反弹

之后很可能重回弱势。

董世光也认为，目前沪胶价

格只是短线反弹。 首先，国内的

货币环境虽然较节前有所改善，

但整体仍旧偏紧；其次，目前天

胶自身2-3月份的到港压力仍

旧较重，较多现货贸易商低位接

货后也准备在期货上套利锁定。

虽然15日均线突破后投机空单

止损， 但产业空头纹丝不动，

16500元/吨的前期密集成交平

台面临一定压力。后期能否真正

反弹关注3-4月份轮胎传统旺

季需求的启动程度。

大商所：PP合约指标科学合理

□本报记者 王超

近日大商所理事会审议通过了聚丙

烯期货合约和相关规则，大商所工业品事

业部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合约规则设计中，大商所以“紧贴现

货实际、服务产业企业”为思路，通过对国

内外相关市场的调研， 参考现有相关标

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设计了聚

丙烯期货交割质量标准， 从市场反映来

看，指标值设计科学合理，能够满足企业

避险需求并符合期货市场运作规律。

据介绍， 按照消费用途不同， 新国标

《聚丙烯（PP）树脂GB/T� 12670-2008》

将聚丙烯划分为窄带类、注塑类、挤出类、纤

维类和挤出薄膜类等五大类别，在合约标的

选择上，大商所选择了其中产量最大、用途

集中、牌号单一、品质均一的窄带类聚丙烯

作为期货合约交易品种。 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聚丙烯表观消费量达1486万吨，主

要用于生产包装水泥、粮食、化肥等工业品

的塑编袋和薄膜。窄带类聚丙烯的消费量约

为600万吨，占我国聚丙烯总消费量的40%

左右，市场规模约为665亿元，这一品类代

表性强，比较适合开展期货交易，并有充足

的可交割现货量保障市场安全运行。

这位负责人表示， 在市场调研和近期

意见征集中，不少现货企业表示，目前交易

所设计的聚丙烯交割质量标准简单、通用，

便于产业企业及投资客户的参与； 聚丙烯

交割质量标准设计草案中各项指标都是必

要的，充分反映了产品属性；各项指标值的

设置简明、合理，能够确保产业客户进行期

货交易及交割的积极性， 既符合现货贸易

实际情况，也保证了足够的可供交割量，相

信PP合约上市后， 能够与LLDPE、PVC一

起进一步健全塑料产业套保链， 更好服务

产业。（更多报道见www.cs.com.cn）

多空因素交织 豆粕或偏强震荡

□徽商期货 伍正兴

美国农业部最新月度报告利空豆类

市场，但由于其出口需求较为强劲，使得

美豆近期走势整体处于上行节奏。 国内豆

粕市场方面，由于生猪养殖已处于亏损状

态，需求当前难言乐观。 但同时由于近月

到港进口大豆量偏少，故在一定程度上提

振了大连豆粕走势。 综合来看，豆粕市场

多空因素交织，或将震荡偏强运行。

首先，全球大豆供给朝向宽松方向发

展的总体基调没有改变。 2014年2月的美

国农业部月度报告数据显示，2013/2014

年度美国大豆结转库存为1.5亿蒲，高于市

场平均预期的1.41亿蒲。 与此同时，报告

还上调了巴西2013/2014年度大豆产量，

预估值为9000万吨，阿根廷产量则小幅下

调至5400万吨。 此外， 报告还预估了

2013/2014年度全球大豆结转库存为

7301万吨， 较上月报告上调了68万吨，也

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的7240万吨。从上述统

计数据分析来看，全球大豆供应仍趋于宽

松，这令豆粕尤其是远期豆粕市场承压。

其次， 近期豆粕现货价格较春节前有

所上涨。 截至2月12日，张家港达孚43蛋白

豆粕报价为3840元/吨，浙江宁波工厂43蛋

白豆粕报价为3910元/吨，安徽芜湖无为益

海43蛋白豆粕报价为3950元/吨。 豆粕现货

价格的企稳走好， 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期

价。此外，当前油厂压榨利润较为丰厚，以江

苏进口大豆为例， 当前的压榨利润为110.5

元，在利润的驱动下，油厂压榨意愿和动力

均较强， 在大豆货源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也

意味着豆粕市场流通量有可能会增加。与此

同时，由于节日因素，当前全国大豆压榨量

总体水平偏低， 加之油厂仍有未执行合同，

故而豆粕当前暂无供应压力。

再次， 需求对豆粕行情的推动作用较

为有限。当前，生猪存栏量等养殖市场指标

性数据有所下滑，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当前

的生猪存栏量为45731万头， 较此前的

46856万头大幅减少了1125万头， 生猪存

栏量的减少不利于饲料消费， 进而减少对

豆粕的需求。 此外，当前猪粮比价为5.57，

已处于盈亏平衡点6之下，表明生猪养殖已

处于亏损状态， 这对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

有一定影响。另外，当前生猪养殖业处于淡

季，加之禽流感疫情的影响，生猪价格“跌

跌不休” 。 截至2月12日，全国生猪平均价

格为12.46元/公斤，较节前跌0.05元/公斤。

仔猪价格依然延续前期跌势， 截至本月7

日，全国仔猪平均价格为23.31元/公斤，仔

猪价格的弱势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养殖

户的补栏积极性和意愿均不高， 从而不利

于生猪存栏量维持在较高规模的水平，进

而不利于对豆粕的需求。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极地风云

2013-3-1至2014-2-28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往事如风

114.1 333.7% 14239055

2

佛说我是猪

94.5 300.7% 12993080

3

丁丁子

52 428.9% 4726410

4

期海任我行

1 50.4 467.3% 2850712

5

深圳茂源投资

88

号

39.7 112.3% 18713173

6

成冠投资（稳健）

34.8 117.8% 20242762

产品/战队组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期指梦之队

107.4 317.2% 13616067

2 MagicQuant

系列

6.3 72.2% 937671

3

一舜资本

-

郑州

4.1 52.1% 1071770

量化组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深圳茂源投资

88

号

39.7 112.3% 18713173

2 MagicQuant_1

号

11.5 131.2% 1041357

3

机器人

5

号

10.1 98.3% 1146549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737.62 740.25 734.25 735.08 -4.21 736.67

易盛农基指数

1013.23 1015.44 1004.94 1005.74 -7.04 10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