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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利好有限

农产品期货好景难驻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受美国农业部（USDA)库存及种植

面积报告的影响，芝加哥市场大豆、小

麦、玉米等农产品期货集体暴涨，中国

商品市场也一改颓势，多数品种收红。

昨日， 中国期市农产品板块表现尤为

强劲，豆粕和菜粕领涨商品，均以涨停

报收；油脂板块涨幅居前。 有分析人士

指出，随着8月旺季的到来，且国际油

价走高、美元强势面临结束，农产品可

能出现一波整体反弹的现象， 但不太

会由此开启大级别走牛行情，反弹幅度

可能有限。

USDA报告引爆农产品

美国农业部日前称， 截至6月1日，

国内玉米库存为 44.47亿蒲式耳，为

1988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准且为纪录第

五高水准；大豆库存为6.25亿蒲式耳；小

麦库存增加至7.53亿蒲式耳。 去年同

期，美国玉米、大豆、小麦库存分别为

38.52亿蒲式耳、4.05亿蒲式耳、5.90亿

蒲式耳。

显然，目前的美国大豆、小麦、玉米

库存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准。但根据此前

市场预期，玉米库存为45.55亿蒲式耳，

大豆库存为6.70亿蒲式耳，小麦库存为

7.18亿蒲式耳。显然，玉米、大豆库存水

平低于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这背后很

可能存在强劲的需求消耗。

数据还显示，3-5月期间玉米使用

量总计达33.03亿蒲式耳， 为同期纪录

第二高水准；大豆季度使用量为7.01亿

蒲式耳，为同期纪录第四高水准。

受此报告影响，隔夜外盘农产品应

声大涨。 美豆急升5.84%,创2010年来

最大单日升幅； 玉米期货周二急升

7.27%，为五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小麦

期货周二急升5.53%，至六个月高位。

国内农产品期货同样集体暴涨，截

至昨日收盘， 菜粕与豆粕双双涨停，菜

籽、豆油、棕榈油涨逾2%，郑油、玉米也

分别上涨1.41%、1.25%；此外，郑棉主

力1509合约涨0.86%报12850元/吨，郑

麦主力1601合约涨0.83%报 2784元 /

吨，白糖主力1601合约涨0.67%报5693

元/吨。 此外，豆一、橡胶、鸡蛋、淀粉也

分别报收红盘。

多数反弹幅度有限

不可忽视的是， 昨日意外翻红的

背后，国内期货市场多数农产品长期

处于弱势的下跌通道中。 观察近日来

连续走势，除白糖、豆粕走势偏强外，

其余品种均为周线收绿的弱势品种，

大豆、郑麦、菜籽等品种更是连续日

线收阴。 业内人士认为，周三国内期

市农产品的上涨与美国农业部报告

不无关系。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 郑麦

本轮下跌自 6月 9日开启后至 6月 30

日，共跌去2%；郑棉则自5月5日至6

月30日，跌去约6%；菜籽期货自5月7

日开始下跌，至6月30日，跌幅25.7%；

豆一期价自5月25日至6月30日，下跌

6.3%；玉米期货在5月15日至6月30日

下跌8.4%； 橡胶期价则在整个6月份

跌去13.2%。

据农业部监测，6月29日“全国农产

品批发价格指数” 为201.69，比上周五

下降1.40个点，其中，“菜篮子” 产品批

发价格指数为202.81， 比上周五下降

1.45个点。 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

格为3.40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1.2%。

而过去两周，伴随着CBOT大豆走

出一波快速反弹行情（自6月16日至6

月30日上涨近20%）， 国内豆粕期现

货 价 格 随 之 从 阶 段 性 底 部 回 升

100-200元/吨。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厄尔尼诺的炒

作，让资金对农产品可能出现的多头行

情充满期待。 6月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就

曾警告， 为应对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

今年下半年应严密监控待丰收的农作

物，“很多地区的产量将受到影响” 。

1997年厄尔尼诺时，大量的农作物因为

干旱而枯萎。

瑞达期货称， 美豆反弹提振国内

粕类市场，但新季菜粕上市增加供应

压力，料反弹空间有限；新季菜油不

进国储使菜油短期供应压力增加，料

将限制菜油反弹空间。 此外，尽管受

USDA报告利好提振，郑棉震荡反弹，

但短期棉价依然受储备棉轮出政策

出台、棉企还贷压力以及下游需求疲

弱等因素压制 ， 在未来市场供应增

加、下游疲弱的局面下，偏弱局面仍

将继续。

油脂做多动力尚不足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受美豆飙升提振， 周三国内期市

油脂品种震荡走强。 三大油脂品种涨

幅可观，郑油、豆油、棕榈油涨幅分别

为

1.41%

、

2.23%

、

2.03%

。其中，菜油和

棕榈油

1601

合约略有增仓。 分析人士

认为，基本面来看，周三油脂市场的上

涨难以持续， 短期来看油脂做多动力

尚且不足。

回顾此前走势，自

6

月初以来，国内

三大油脂开启了一轮持续一个月的下

跌，基本回吐了前期涨幅。

鲁证期货油脂分析师王伟认为，造

成前期油脂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有四

点：一是“厄尔尼诺”天气炒作逐渐消

散，市场关注度下降；二是前期空粕多

油套利解套，美豆油高位回落，拖累国

内油脂下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上一周大幅减持豆油净多单；

三是原油持续疲软，上涨乏力；四是前

期豆油、棕榈油内外顺价，国内进口油

增加， 以及

6-8

月大豆到港量增加，开

工率提高， 油脂库存逐步企稳回升，供

给增加。

据天下粮仓统计， 截至

6

月

29

日，

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为

84

万吨左

右， 与月初的

69

万吨相比， 增长了

22%

； 棕榈油的港口库存亦逐步增长

到

47

万吨。

“总体来看， 在原油疲软及希腊债

务危机、东南亚地区降雨缓解市场对厄

尔尼诺担忧的情况下，油脂如无天气配

合炒作仍将以震荡筑底行情为主。 ”王

伟认为。

对于后市行情走势，上海中期农产

品研究员朱罡认为，

3

季度前国内油脂

建仓库，做多动力尚不足；希腊债务危机

及原油弱势近期也将抑制大宗商品整体

走势， 并通过国际油脂期价传导至国内

油脂期货价格。

朱罡表示，就国内油脂来看，自去

年

4

季度开始的油脂去库存非常彻底，

4

月豆油商业库存回落至

70

万吨下方，棕

油库存进入

50

万吨下方。 但随着

5

月开

始，豆油进口量的增加，以及国内油厂

保持高开机率，豆油商业库存建库存节

奏加快。

截至

6

月

30

日的最新数据显示，目

前豆油商业库存已回升至

84

万吨一线，

按此推算

11

月前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或

将再度回到

90-100

万吨区间。 “这一数

量也或将是年内豆油库存的高点，因此

豆油去库存的成果应会得到较好保

持。 ”朱罡说。

棕榈油方面，国内进口商进口谨慎，

棕油国内库存保持在

40-50

万吨区间，目

前并无库存压力。

朱罡分析认为， 油脂的商品属性并

不支持其形成进一步的下跌趋势， 期价

更多以震荡筑底为主。 但国际宏观面对

商品的偏空影响依然存在， 无论是希腊

的债务危机还是原油的弱势， 这两个因

素近期来看是抑制大宗商品整体走势的

主导因素， 并通过国际油脂期价传导至

国内油脂期货价格。

“油脂短期观望为宜，中期则以筑底

上行思路看待， 三季度末开始或将有进

一步上行机会。 ”朱罡建议。

复合胶新标实施 沪胶暂按“止跌键”

□本报记者 马爽

自6月份开始， 沪胶期货便展开单边

震荡下跌行情，主力1509合约月度跌幅超

15%。 不过，7月首个交易日，期价一改前

期下跌势头，出现强势反弹，大涨2.6%。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复合橡胶新国

标实施、新胶供应同比下滑、天然橡胶现

货库存压力较小及下游需求有望改善，均

对期价存在利多支撑。 不过，鉴于东南亚

主产国原料供应逐渐充裕，且国内汽车尤

其是重卡产销数据未现企稳，仍对于胶价

带来一定压制作用。 因此，预计沪胶期价

在区间整理后，仍有进一步下跌可能。

期价呈报复性反弹

昨日，沪胶期货获振反弹，主力1509

合约以12855元/吨开盘， 随后震荡走高，

最高上触至13415元/吨，盘终报收13225

元/吨，收涨335元或2.6%。

而此前的6月，期价自月初首个交易

日创出高点15245元/吨后，便呈现出阶

梯式下行， 当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创出月

内低点12615元/吨， 最终报收于12800

元/吨，月度累计下跌2210元/吨，跌幅近

15%。

“6月，沪胶期价下跌一是因为原料

供应逐渐充裕， 现货价格出现滞涨并下

跌所带动； 二是由于市场担忧国家是否

会推迟将于7月1日执行的复合胶国标。

不过，随着7月1日到来，行业内并未听

闻有关推迟执行的消息， 因而前期空单

选择阶段性止盈离场。 ” 光大期货分析

师彭程表示。

7月1日，复合橡胶新国标（《复合橡

胶通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该消息利

好国内天然橡胶价格。

短线有望震荡反弹

业内人士认为， 新胶供应同比下滑、

天然橡胶现货库存压力较小及下游需求

有望改善，也均对期价存在利多支撑。 从

盘面来看， 沪胶1509合约基差由6月初的

-1730元/吨逐渐缩窄至月底的-500元/

吨左右，天然橡胶现货价格下跌至历史低

位水平， 整体割胶和加工积极性低于往

年，导致新胶供应同比下滑。

数据显示，2015年5月份，中国天然橡

胶进口为13.96万吨， 同比增长-27.35%，

环比增长-36.22%。 截至6月底，青岛保税

区橡胶库存较6月中旬下降16.4%至11.63

万吨。

“中国天然橡胶进口下滑， 青岛保

税区橡胶库存继续大幅下降， 并创出

2011年9月以来新低， 天然橡胶现货库

存压力较小。 ” 安信期货研究员胡华钎

表示。 此外，6月中国制造业PMI持稳于

50.2， 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 货币宽松

和政策刺激力度加大，橡胶下游需求有

望改善。

胡华钎认为，目前沪胶期价存在多方

面利多因素支撑，预计后市沪胶期价下跌

空间将有限，短线有望震荡反弹。

不过，彭程则认为，东南亚主产国原

料供应逐渐充裕，且国内汽车尤其是重卡

的产销数据未现企稳给胶价带来下行压

力。 此外， 行业内复合胶国标执行后，越

南、柬埔寨、老挝等地的原材料会通过何

种方式、哪种品种流向中国市场值得保持

关注。 “沪胶整体形态偏弱， 预计主力

1509合约在12800-13200元/吨区间整理

后，仍有进一步下跌可能。 ”

中金所新增指定存管银行

日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平安银行” ）取得了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简称“中

金所“）期货保证金存管业务资

格。 至此，中金所指定存管银行

增至13家。

据了解，这是继2014年11月

中金所引入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和1家外资银行后，期货保证金存

管业务的第二次扩容。目前，平安

银行已通过申请材料审核、 技术

系统验收以及中国期货市场监控

中心数据报送测试，并于2015年

6月23日正式被批准为中金所的

第13家指定存管银行。

总体来看，更多的商业银行

参与期货保证金存管业务， 不但

有利于增强有序竞争， 提高期货

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 而且对于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期货市

场与各类金融要素市场的融合，

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王辉）

黄金空头无视希腊折腾

□中金通汇

近期希腊事件不断发酵，无

疑成为目前金融市场的焦点，各

大投行对其看法不一，不过普遍

认为希腊退欧的可能性较大，不

过我们认为，不管希腊的最终命

运如何，其引发的避险情绪对金

价的推动只是暂时的，长期难以

改变黄金的空头趋势。

首先，希腊自身而言，上周

末与债权人的谈判双方互不相

让，希腊拒绝了欧盟债权人提出

的捆绑155亿欧元的第三轮援

助方案，总理齐普拉斯认为这是

“敲诈” 。与此同时，希腊提出的

将即将到期的救助计划延长一

个月的方案也遭到了债权人的

拒绝，使得双方长达半年之久的

谈判彻底破裂， 避险情绪升温。

而希腊政府宣布自6月29日起

实行资本管制，采取非正常手段

来保护银行业， 并与7月5日举

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执行欧

盟提出的方案，也就是说资本管

制使银行停业至少到7月6日，

具体为每人每天最高提取现60

欧元，资本管制同样适用于海外

银行在希腊的分支机构，这将对

希腊的经济造成严重伤害。不过

我们认为，此次公投将决定权交

给民众， 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大部分希腊人还是希望继续留

在欧元区，因此不管双方如何僵

持，到最后继续留在欧元区的概

率还是很大的，只不过近期的谈

判失败使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对

黄金形成利多，但是从货币属性

来看，希腊危机导致欧元大幅走

低，对美元指数形成利多，长期

对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来说依然

是利空。

其次， 美联储何时加息是

2015年市场关注的焦点。 从经

济数据来看， 整体变现强劲，特

别是房地产方面，5月成屋销售

总数年化值创下2009年11月政

府住房救助计划结束以来的最

高；5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值创

下2008年2月以来的新高，表明

了房地产强劲的复苏势头。就业

市场数据也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初请失业金人数已经连续16周

低于30万关口， 进一步佐证美

国经济正在稳定复苏；还有上周

公布的第一季度实际GDP年化

季终值好转， 实际值为-0.2%，

好于此前修正值的-0.7%，大部

分数据表明第二季度的GDP数

据将会更加强劲。 对于美联储

而言， 虽然迟迟未给市场明确

的加息时间， 但是随着经济数

据的不断好转， 市场对加息的

预期将会越来越强， 对黄金也

将形成利空影响。

综上所述， 希腊公投结果

如果是同意债权人提出的方

案，那么避险情绪减退，对黄金

利空；如果拒绝债权人方案，退

欧风险加大， 对欧元将形成重

大冲击，美元将会受益走高，对

黄金也是利空。 同时美国方面，

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对黄金长期

也是利空， 所以希腊此次公投

难以改变黄金2015年中长期偏

空的走势。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试运行

□本报记者 官平

随着中国首单管道天然气

现货网上交易的诞生，上海石油

天然气交易中心7月1日正式宣

告投入试运行。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是国家级的天然气交易平台。这

也是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推出

的首个国际性大宗商品现货交

易平台。

目前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

中心的交易模式包括挂牌 (协

商)和竞价两种，交易气源主要

包括放开的直供用户用气，增量

用气以及已经市场化定价的液

化天然气、煤制气、煤层气、页岩

气等。 启动初期，上海石油天然

气交易中心投入试运行的主要

有管道天然气 (PNG)和液化天

然气 (LNG)两个现货品种的交

易， 未来还将推出LNG接收站

接转能力品种的交易。

2015年是中国天然气市场

化改革关键之年，“三步走” 的

改革步伐基本实现了天然气价

格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化定价的

稳步过渡。 今年4月1日，中国实

现了天然气存量气和增量气的

价格并轨，同时试点放开直供用

户用气价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天然

气网上公开交易打下基础。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天然气

消费大国和第四大天然气进口

大国，对外依存度已破三成。 在

交易中心投入运行后，随着交易

主体的增加、特别是今后境外交

易主体的进入，天然气交易将日

益活跃。

内外价差大 郑糖短期受外盘支撑

□本报记者 官平

在持续下跌后， 纽约ICE原糖期货价

格近日大幅上涨。数据显示，6月30日原糖

期货1510合约价格报收12.49美分/磅，较

前一个交易日上涨3.48%。分析人士表示，

前期国际糖价确实打压有点过度，后期可

能会持续上涨， 但由于内外价差太大，美

糖反弹可能对郑糖价格形成支撑，但实质

性影响很小。

昨日， 郑州白糖期货1601主力合约

报收5693元/吨，涨幅为0.67%。受淡季消

费、 进口保持较高规模以及资金平仓影

响，6月份郑糖从高位回落， 月末价格波

动重心稍有上移。

一些分析师表示， 随着基金持仓的

转空，以及季节性消费旺季的到来，供应

端泰国和印度利空的出尽， 巴西尽量将

甘蔗用于生产乙醇，原糖在7月份有望震

荡走高。

五矿经易期货认为， 消费淡季至少

将延续至7月中下旬，目前现货与1601合

约相比贴水300点，能够覆盖掉150元/吨

的持仓成本加上100元/吨的新老糖转换

成本， 基差仍偏低将是制约糖价上涨的

最大原因；不过糖价向下的动能已经在6

月初的下跌中得到释放，5500-5600元/

吨区域很可能将是白糖在本轮淡季中的

一个支撑区域。

业内人士称， 从7月份来看， 大跌不

易，大涨需要得到现货价格的逐步试探性

报高来确认， 前期行情可能震荡偏多，后

期如果有消费方面题材的配合，则有启动

新一轮上涨的可能。

外盘方面，6月份原糖整体走势仍疲

弱，下跌主要发生在中上旬，下旬开始有

所企稳反弹。值得注意的是，6月的另一大

看点就是内外价差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

平，下游炼糖行业的高利润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了原糖的消费。

中国糖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

5月底，本制糖期全国已累计产糖1052.19

万吨，累计销售食糖617.9万吨，累计销糖

率58.69%（上制糖期同期51.4%）；截至5

月底的全国工业库存共434.7万吨， 低于

去年同期的646.6万吨，不过受5月份销量

仅72万吨影响，库存减少趋势放缓。

海关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进口食糖52

万吨， 较上年同期增长200%，1-5月份中

国累计进口食糖207.5万吨，较上年同期增

长58.5%，榨季来看，去年10月-今年5月底

累计进口315.7万吨，同比增加23万吨。

万达期货分析师刘永华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美糖主要是基金平仓空单造

成的上涨，后期要看天气和白糖消费造成

的利多能否持续， 预计美糖还能继续反

弹，但幅度有限，对国内影响不大，或者只

有支撑作用，很难有带动作用，国内有自

己的节奏，如果巴西、泰国的天气持续恶

化，不排除原糖会有一波连续上涨。

指数名 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62.87 66.84 -3.97 -5.94

商品期货指数

760.19 768.95 772.12 758.44 760.08 8.87 1.17

农产品期货指数

848.20 869.22 871.74 846.16 847.59 21.63 2.55

油脂指数

555.75 569.58 575.70 554.87 556.31 13.27 2.39

粮食指数

1270.09 1315.98 1318.19 1263.08 1267.66 48.33 3.81

软商品指数

825.41 829.65 832.68 824.11 824.42 5.24 0.64

工业品期货指数

689.23 691.27 695.84 686.55 689.61 1.66 0.24

能化指数

659.56 669.03 673.64 658.31 657.88 11.15 1.70

钢铁指数

439.90 439.27 443.08 438.31 439.83 -0.56 -0.13

建材指数

532.98 530.56 533.63 529.59 533.17 -2.61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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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58 1071.77 1054.66 1069.09 12.33 1065.28

易盛农基指数

1154.64 1170.52 1153.09 1167.33 31.76 1165.36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谴责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杨英：

经查，我局发现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存在

以下违规行为：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分七笔累计将 20.50 亿元自有资金投

向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并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的月度《证券公司综

合监管报表》中，将上述投资计入银行存款，导致报送的月度监管报表有误。

你作为公司财务总监， 因在 2014 年 9 月至 10 月的月度监管报表上签署确

认意见，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 64 条、第 69 条等规定。按

照《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 70 条的规定，我局拟对你予以谴责。

对此，你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你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复核成立

的，我局将予以采纳。 如果你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

由作出正式的监督管理措施决定。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我局现向你公告送达《谴责事先告知书》([2015]6

号）。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局领取《谴责事先告知书》，逾

期视为送达。

联系人：周女士，电话 010-88086271

� � �传真 010-880880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2015 年 7 月 1 日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谴责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蔡晓昕：

经查，我局发现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存在

以下违规行为：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分七笔累计将 20.50 亿元自有资金投

向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并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的月度《证券公司综

合监管报表》中，将上述投资计入银行存款，导致报送的月度监管报表有误。

你作为公司合规总监， 因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的月度监管报表上

签署确认意见，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 64 条、第 69 条等规定。按

照《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 70 条的规定，我局拟对你予以谴责。

对此，你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你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复核成立

的，我局将予以采纳。 如果你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

由作出正式的监督管理措施决定。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我局现向你公告送达《谴责事先告知书》([2015]7

号）。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局领取《谴责事先告知书》，逾

期视为送达。

联系人：周女士，电话 010-88086271

� � � 传真 010-88088017

� � � � � � � � �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2015 年 7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