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证期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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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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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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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证期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综合指数，是涵盖国内三大商品期货交易

所上市交易的所有活跃品种的交易型指数， 指数以各品种主力合约为跟踪标

的，采用全年固定权重法，基期为

2006

年

1

月

4

日，基点

1000

点。 东证期货大宗商

品期货价格分类指数，以不同的商品板块进行分类统计，编制方式与综合指数

一致，但基期各不相同。

周二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其中，化工分类

指数在塑料的重挫下跌幅

逾

1%

， 而有色金属继续其

强劲上涨势头。 截止到昨

日收盘， 上涨前三的品种

有沪锌、棉花和沪铝

,

涨幅

分 别 为

1.28%

、

0.90%

和

0.89%

；昨日下跌前三的品

种有塑料、 白糖和天然橡

胶

,

跌幅分别为

2.18%

、

1.09%

和

0.86%

。 综合影响

下， 东证商品期货综合指

数较周一微涨

0.04%,

收报

于

1200.41

点。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78.22 77.88 0.34 0.44

农产品期货指数

935.60 936.11 937.08 934.47 935.53 0.59 0.06

油脂指数

639.59 639.33 642.43 638.37 639.44 -0.11 -0.02

粮食指数

1442.78 1445.41 1446.69 1437.91 1440.72 4.69 0.33

软商品指数

802.34 803.77 806.63 799.69 806.40 -2.63 -0.33

工业品期货指数

825.21 823.85 827.26 823.27 822.55 1.30 0.16

能化指数

779.56 772.17 781.46 770.88 779.38 -7.21 -0.93

钢铁指数

608.31 607.86 613.34 606.42 608.06 -0.20 -0.03

建材指数

700.12 699.90 703.09 698.94 699.00 0.9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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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42 1087.16 1082.34 1083.56 -1.43 1084.65

易盛农基指数

1190.40 1193.16 1187.39 1188.82 -1.25 1189.35

收盘 较前一日涨跌 较前一日涨跌幅

综合指数

1200.41 0.45 0.04%

金属分类指数

834.48 4.21 0.51%

农产品分类指数

856.15 0.55 0.06%

化工分类指数

552.59 -7.10 -1.27%

有色金属分类指数

875.89 7.58 0.87%

油脂分类指数

1038.18 -0.07 -0.01%

豆类分类指数

1248.62 3.86 0.31%

饲料分类指数

1389.69 3.21 0.23%

软商品分类指数

1166.84 -1.3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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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分化 “多” 锌“空” 铜

□中信期货 吴锴

在资金炒作可能暂告一段落的情况

下， 金属市场走势短期或出现一定调整，

但品种基本面差异决定其中长期走势仍

将出现明显分化， 多头配置中建议关注

锌，空头关注铜。

基本面向好 金属受追捧

截止到8月4日， 有色金属自7月以来

涨幅最大的是LME锌、铝和铅，其中LME

锌上涨幅度达到5.6%，铝上涨4.5%，铅为

7.7%。沪铝上涨3.6%，沪锌紧跟伦锌步伐，

上涨幅度也达到 5.19% ， 沪铅涨幅为

4.77%。 资金层面上， 伦铝持仓量变动不

大， 沪铝持仓量从35万手最高增至46万

手，持仓量大幅增加近11万手，近期小幅

回落至43万手左右。 锌方面，伦锌持仓量

从最低30万手增至最高33.5万手，近期仍

未见回落；不过沪锌持仓量从最低的16万

手最高增至58万手， 近期则回落至50万

手。 国内铝和锌受到资金推动较为明显，

随着近期价格的回调，资金量也出现一定

的流出现象。而对于前期一向沉静的品种

沪铅，资金追捧力度更为显著。沪铅从7月

24日的1.8万手增至目前近6万手，价格连

续两日大幅拉升接近涨停板。 目前，铅价

大幅回落，持仓量仍维持高位，多头资金

受到空头打压，但并没有流出迹象。 唯一

与这些金属走势相反的是铜，7月份铜价

基本持平，不过下半月随着铜价的持续反

弹，沪铜持仓量持续下降，但伦铜则相反，

伦铜持仓量则持续小幅增加。

资金是推动行情的直接力量，但资金

的选择也是具有一定的基本面基础。 铝、

锌、铅基本面持续改善，尤其是站在国际

市场基础上，这种改善更为明显。不过，随

着借势宏观面炒作的休整，资金选择可能

会出现更多分化，脱离基本面太远的金属

将更多得到空头资金的打压。

看好锌看空铜

有色金属中，锌仍然是基本面最好的

一个品种，中长期继续乐观。 其主导基本

面呈现较好的支撑特征： 首先，2015年年

中澳大利亚世纪矿关闭，以及随后几个中

型锌矿山也将停产，这也是资金炒作的主

要因素。 一旦世纪矿业停产，将使得锌矿

供应可能会出现类似前几年的铜，成为瓶

颈。 其次，ILZSG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

个月全球精炼锌产量为542.8万吨， 需求

量在562.2万吨，短缺进一步扩大至19.4万

吨，欧美经济复苏态势的确立，对国外锌

消费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锌供需面向

好的趋势也是支撑锌价未来继续走高的

主要推动力。

铝和铅基本面同样具有向好转变的

情况，不过相比锌而言略有不及。 虽然国

际铝冶炼厂商减产持续进行，但国内仍然

面临产能庞大的限制， 随着铝价回升，近

期市场上已经不断传出我国铝冶炼厂准

备重启产能的信息，这对铝价形成较大的

压力， 也是目前铝价外强内弱的主要原

因。 对于品种铅，根据ILZSG数据显示，今

年前5个月全球精铅产出433.3万吨，需求

435.3万吨，供应端再度出现缺口2.0万吨，

显示了全球精铅供需格局缓慢转好的态

势。 不过，目前受制于消费淡季，需求平

淡，但中长期仍然具有稳步回升的基础。

相比之下， 铜则是最不看好的品

种。 一向具有“铜博士” 称号的铜，其基

本面正好与锌相反，供需面进入短缺向

过剩转变的周期。 从下半年市场来看，

随着印尼铜矿出口的重启，市场铜精矿

供应将继续宽松，精矿加工费预期将继

续上涨至110-120美元/吨之间，冶炼企

业具有较好的利润空间，生产积极性普

遍较高，前两年我国新增冶炼产能正逐

步处于达产的过程中，随着冶炼产能利

用率的持续提高， 精铜产出将继续回

升，预期仍将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水

平。 而反观消费市场，欧美市场的恢复

对铜消费实际提振并不大，国内整体消

费难乐观是最大拖累。 数据显示，我国

1-6月份电网投资累计1649亿元， 同比

下跌0.6%，上半年增速呈现明显的高开

低走态势。 近两年来首次出现累计同比

负增长的情况。 电力行业是我国铜消费

最大领域， 这将拖累后期铜电缆的生

产。 随着电力投资和房地产行业的下

滑，国内铜消费不乐观。 因此，铜市场面

临的供需压力将继续增加。

动力煤或现迎峰度夏行情

□方正中期研究院 胡彬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

作为能源领域老大的动力煤不

甘示弱，在基本面依然脆弱的前

提下开始了反弹行情。 盘面上

看， 完成换月的新主力合约

TC1501已连续10日上涨。 8月

作为迎峰度夏行情最值得关注

的月份，预计盘面将维持整体回

升的趋势不变。

耗煤增加

港口库存加速下降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4年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4639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5.9%。 1-6

月，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26

2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

产业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435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4.6%；第二产

业用电量19325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31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城乡

居民生活用电量3378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6.6%。 6月的全社会用

电量环比继续增长。 随着伏天高

温的来临，用电量以及电厂耗煤

有望持续增加。

煤炭主产区山西省的煤炭

库存6月为1748.11万吨，较上月

增加了68.88万吨， 环比增长

4.1%，库存水平有所上涨。 在经

历了两个月的回落后，坑口库存

出现上行，这也是由于下游需求

疲软所以港口调控总调入量所

致。 但是这种状况在7-8月会有

所改善，目前秦皇岛港的库存水

平已经下破700万吨关口，随着

拉运量船舶量的上升，去库存周

期在8月即将展开。

期市先行反弹

7月以来，动力煤经历了最

黑暗的一个月，现货价格跌至近

十多年来的最低点。 下游需求

的疲软造成了港口库存高企，

加之电厂自身库存也维持高

位，使得其采购积极性不高，而

煤炭却依然源源不断地从产地

运抵港口， 如此恶性循环下造

成了以神华为首的煤企打响了

一轮接一轮的价格战。 如此一

来，更加速了现货价格的下跌。

另一方面， 煤炭运输价格却在

逆势上涨， 而进口煤更是跟随

内贸煤价格同期下滑。

这一切在7月底的时候有

了转机，随着天气炎热，电厂负

荷加大，对动力煤的采购积极性

也有所增加。 随着煤企限产保

价、 港口限制调入量等措施生

效。北方六港的库存终于开始下

降，但是以接卸进口煤为主的南

方广州港的库存却不断创出新

高。在基本面依然脆弱偏空的当

下，期货市场却先行一步开始了

反弹走势。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与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 ） 协商一致，自2014年8月8日起，通过华

龙证券手机、网上及柜台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实行

申购费率优惠。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范围

通过华龙证券手机、网上及柜台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包括：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01）；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11）；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21）；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31）；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41）；

中海上证5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9001）；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51）；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端代码：395011）；

中海消费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61）；

中海上证38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9011）；

中海安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000166）。

三、费率安排

投资者通过华龙证券手机、网上及柜台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

（前端模式），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0.6%（含）的，最低优惠至0.6%，且不

低于原费率的4折；原申购费率低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本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 (前端模式) 的申购手续费费

率，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不适用于基金

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华龙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400-689-8888

公司网址：www.hlzqgs.com

2、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费）

网址：www.zhfund.com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6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中海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在网上直销平台单笔最低申购金额及

定期定额最低申购金额的公告

为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

自2014年8月8日起，调整旗下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在网上直销平台单笔申购最低

金额及定期定额最低申购金额。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级392001）

二、调整方案

1、自2014年8月8日起，上述基金通过网上直销平台进行交易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和

定期定额最低申购金额调整为1元。

2、自2014年8月8日起，上述基金在网上直销平台的账户最低保留份额相应调整为1

元。

3、本公司可对上述限额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zhfund.com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788或021-38789788（免长途话费）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service@zhfund.com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直销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直

销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直销交易信息，特别是账

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6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中海货币

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定期

定额最低申购金额的公告

为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根据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中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自2014年8月8日起，对旗下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

金单笔最低申购金额和定期定额最低申购金额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级392001）。

二、调整方案

1、自2014年8月8日起，上述基金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和定期定额最低申购金额及追

加调整为1元。

2、自2014年8月8日起，上述基金的账户最低保留份额相应调整为1元。

3、如基金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办理上述业务时，需同时遵循

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将在更新招募说明书时一并予以调

整。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zhfund.com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788或021-38789788（免长途话费）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service@zhfund.com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直销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直

销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直销交易信息，特别是账

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6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等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8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

基金交易代码

（

前端

）

51999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

规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的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

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8

月

6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4

年

8

月

6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8

月

6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3,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3,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元

）

3,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根据

《

长信金利趋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暂

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

、

大额转换转入

、

定期定投投

资业务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本公司自2007年9月1日起暂停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后

端收费模式（交易代码：519994）的申购和转换入业务。 本公司认为需要重新开放后端模式的申购和

转换入业务时，将在开始实施前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2.2�本公司自2014年8月6日起（含2014年8月6日）对本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交易代码：519995）

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即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

额不超过300万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300万元，则300万元确认申购成

功，超过300万元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300万

元，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30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2.3在本基金（前端收费模式）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期间，本公司将

正常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出、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前端收费模式）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4�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5�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途话费）；

（2）本公司网址：www.cxfund.com.cn。

2.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8月6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上、手机、柜台基金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 ）协商一致，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4年8月8日起，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

加华龙证券网上、手机和柜台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网上、手机、柜台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的基金范围

基金 基金代码

（

前端

）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19997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95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93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91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87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163001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83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100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81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79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519977

二、网上、手机、柜台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的基金范围

基金 基金代码

（

前端

）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19997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95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93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91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87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163001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83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519977

三、费率优惠活动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龙证券网上、手机、柜台申购或定投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四、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的时间

自2014年8月8日起。

五、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1、投资者在上述优惠活动期间通过华龙证券网上、手机、柜台申购或定投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指

定开放式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或等于0.6%的，申购费率按4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0.6%；

原申购费率低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本费率优惠活动仅针对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的申购费率，

不包括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场内申购费率、后端申购费率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3、各基金的原费率，以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为准。

六、重要提示

1、投资者通过华龙证券网上、手机、柜台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

业务应遵循华龙证券相关规定；

2、本公告仅对通过华龙证券网上、手机、柜台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申购、定投

申购费率优惠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各基金的《招募

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4006898888，0931-96668

网址：www.hlzqgs.com

2、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话费）

网址：www.cx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

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8月6日

■“失意”品种盘点（二）

库存压顶 糖价或再示弱

□本报实习记者 叶斯琦

近期，纽约原糖接连下挫，近30个交

易日累计下跌了12.96%， 触及近半年最

低值。 国内市场上， 郑糖表现虽较为抗

跌，但累计跌幅也接近5%。 分析人士指

出，糖价走势是构筑双底还是继续下跌，

或许不久就能见分晓。 当前高库存依旧

是主要利空因素， 短期内纽约原糖近月

合约仍可能保持一定弱势。中长期来看，

由于供需矛盾有望得到缓解， 国际糖价

重心或能小幅上移。

供给因素施压

近期，纽约原糖接连下挫。据中国证券

报记者统计，自6月23日探至18.81美分/磅

的阶段高位以来， 纽约原糖旋即开启了一

波震荡下行的行情。截至8月4日收盘，纽约

原糖在30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了12.96%

至16.32美分/磅，触及近半年的最低值。

“年初市场普遍预期巴西食糖将减产，

然而当前数据表明，巴西食糖产量同比增加，

这动摇了市场信心， 导致了纽约原糖价格下

降。 ”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张向军指出。

据巴西甘蔗行业协会近期发布的消

息，巴西中南部糖厂6月下半月的甘蔗压

榨量较去年同期增加49.8%。 6月下半月

中南部糖产量同比增加70.8%至260万

吨， 截至6月末， 本榨季甘蔗压榨量为

2.029亿吨， 同比增11.1%； 糖产量增加

15.5%至1030万吨。

张向军表示， 巴西在每年4月份开

榨，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食糖较去年增

产。 最新统计数据尚未公布，不过，如果

增幅减缓，有望对糖价形成一定支撑。

银河期货分析师高旺也认为， 供给

面压力是影响原糖走势的主要因素。“美

国农业部数据显示，9月底全球糖库存或

达到创纪录的4550万吨， 这表明当前国

际糖供应过剩依旧， 致使现货承压较

大。 ”高旺说。

对于前期备受市场关注的厄尔尼诺

因素，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如果厄尔尼诺

现象出现，可能造成巴西当地大量降雨，

严重影响甘蔗收割。 不过，厄尔尼诺发生

的概率已有所下降， 当前还需要进一步

观察明年年初的天气情况。

消息面上，8月4日， 巴西糖生产商

Cosan位于桑托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

不过公司在随后的声明中表示火灾仅造

成了较小的损失。 该消息导致了市场出

现了短时间内的大幅波动。 分析人士称

这一突发状况可能也影响了多头士气。

内外盘节奏不一

国内市场上， 近期郑商所白糖期货

也处于下行空间，不过跌幅相对较小。据

统计，7月1日以来， 郑糖累计跌幅约为

5%，下跌幅度明显小于纽约原糖。

对于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不同表现，

高旺认为，两个市场虽有较大的联动性，

但应该注意到， 国内和国际市场是由不

同的基本面主导， 因此表现有所差异属

于正常现象。另外，国际糖价波动幅度一

般大于国内市场， 例如今年年初国际糖

价大幅上涨时，郑糖反弹幅度相对较小；

而目前国际糖价大幅下跌时， 郑糖跌幅

也相对较小， 这也是内外盘差异的原因

之一。只要配额外的糖进不来，郑糖就会

有自己的运行节奏。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国内糖价波动

幅度小于外盘， 但目前国内库存压力依旧

很大。 潜在利好是甘蔗面积下降将造成食

糖减产， 以及近来外糖进口量减少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供应压力。 ”张向军表示。

根据糖协公布的6月全国产销数据，6

月我国食糖累计销售790.5万吨，工业库存

仍有541.8万吨， 是去年同期的工业库存

262.84万吨的2倍以上，库存压力较大。

面临方向选择

展望后市，分析人士指出，糖价走势

是构筑双底还是继续下跌，或许不久就能

见分晓。从当前情况看，糖市面临利空因素

较多，高库存依旧是下行的主要压力。短期

来看，原糖近月合约仍可能保持一定弱势；

中长期来看，由于供需矛盾有望得到缓解，

国际糖价的重心或能小幅上移。

高旺认为， 短期来看， 在国外市场

上，由于高库存压制，纽约原糖近月合约

仍可能保持一定弱势， 近弱远强的格局

进一步延续。中长期来看，国际糖价的重

心或能小幅上移。

而国内方面，中期来看高库存对白糖

走势的影响依然明显。市场人士指出，根据

当前的库存量，如果7至9月糖销量与去年

同期类似，那么今年期末结转的工业库存

将有333.8万吨。即便今年食糖的消费较去

年有所增长，期末结转的工业库存亦可能

在300万吨左右， 巨量库存将成为糖价上

涨的硬伤，高库存问题或许需要一定时间

和价格下跌才能逐步解决。

因此，分析人士表示，从中期来看，

郑糖受高库存的压制，走势偏弱；长期来

看，郑糖在新榨季的中、后期，价格上涨

概率较大。

“当前国内外糖价均面临年初以来

的低点，展望后市，糖价是构筑双底还是

继续下跌创新低， 或许不久就能见分

晓。 ”张向军认为，当前市场较为缺乏信

心，巴西火灾刺激糖价高开低走，损伤了

多头人气，当前糖价弱势仍难以扭转。 不

过， 鉴于下一年度全球食糖供应将比今

年紧张，同时当前糖价已低于成本，再加

上厄尔尼诺现象对市场预期的影响，糖

价下跌空间可能已经不大。

新华社图片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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