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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筑底在望 商品或借势反弹

□本报记者 王超

近期，黄金市场再遭空头打压，国际

金价反弹无力，在触及1145美元/盎司阻

力后无功而返。有市场人士认为，短期美

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 新兴经济体增速

放缓以及实物需求的短期难以提振，三

者同时作用于市场恐将继续对金银及大

宗商品价格造成打压。不过，从成本因素

及避险需求方面考虑， 价格继续大幅下

跌的空间已经不大， 大宗商品价格后市

跟随金银反弹将有望成为大概率事件。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最新报告显示，截至9月8日当周，对冲基

金及其他大型投机客持有的黄金净多头

仓减少13392手，至59293手，较前周下

降18.42%，为六周来首次减持，显示投机

者看多黄金热情降低。总持仓421732手，

较前周增加11458手，或2.79%，为四周

来首次增持。

金价中期有望筑底

随着9月份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

临近，多数投资者纷纷看淡金银后市，笼

罩在贵金属市场上的加息“阴霾” 似乎

短时间难以消散。

“美联储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加息

的预期仍未消退， 黄金多头热情正逐渐

冷却。 ” 有投资者表示，美联储举行政策

会议前，投资者逃离金市，COMEX黄金

期货一路下挫， 上周五一度跌破1100关

卡， 触及一个月低点1097.7美元，8月下

旬至今累计跌幅为4.48%。

基本面来看，进入9月份以来，市场对

黄金的实物需求状况并没有出现明显改

善。 世元金行研究员李彬介绍，印度出现

的干旱天气极大削弱了市场对黄金的购

买需求。由于印度大约三分之二的黄金实

物需求来自农村地区，而遭遇罕见的干旱

天气削减了投资者购买黄金的需求。尽管

今年10-11月的婚礼旺季有望吸引许多

对价格敏感的印度消费者。但短期来看需

求疲软的状况难以得到快速改善。

顶金实业董事长兼总裁夏宇飞表

示，“近期黄金价格整体保持在弱势的形

态下运行，虽然在跌穿1100美元/盎司以

后受到一定的支撑， 但上方压力仍然较

大，尤其是在美联储利率前夕，市场对美

联储加息的预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

点，在加息没有确定性的指引下，避险资

金的流动也相对较为谨慎， 导致金价的

运行区间开始收窄。 ”

然值得投资者们欣慰的是，从黄金的

避险角度来看，A股波动不断促使投资者

增加对黄金的避险需求。尽管今年下半年，

国内的黄金需求将企稳或略低于2014年，

但重演上半年暴跌的概率并不大。

另据贵金属零售商和信息服务机构

kitco上周五的调查显示，大宗商品投资

者和专家们对于近期黄金走势的多空看

法分歧很明显， 而其多空立场取决于美

联储的加息预期。

李彬亦认为，美联储是否会在本月会

议上启动加息进程则成为贵金属投资者

关注的焦点。 据历史统计分析，如果美联

储宣布升息， 黄金价格可能会发生类似

“膝跳反射” 的反应，但由于近期美联储

的升息预期已经反映到本轮下跌之中，因

此，中期继续出现大跌的概率并不大。 从

另一方面分析，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升息

反而会令贵金属变得更具投资价值。

大宗商品借势反弹

在大宗商品方面， 近期价格走出一

波凌厉的反弹。 8月底以来，衡量全球商

品期货价格变动的CRB指数在10个交易

日内累计上涨4.34%。 铁矿石、铜等大宗

商品明显走强， 原油价格亦受到美国供

应端的影响出现一波快速拉涨。

不过夏宇飞认为， 国际大宗商品市

场主要以美元来计价， 在美联储加息主

导美元指数走势的同时也会影响大宗商

品市场走势。 在全球经济复苏不景气的

背景下， 市场对商品的供需关系难以得

到凸显，进而奠定了中长期的下跌格局，

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同时具有商品属

性， 在金价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也会拖累

商品市场的走势， 两者的未来走势需要

密切关注美联储利率决议的表现状况。

尽管金银价格走低，大宗商品出现反

弹，但二者走势出现分化亦并不意外。短期

来看，美元指数的走强成为压制金银价格

的重要因素，而在大宗商品方面，经历了前

期的暴跌，价格亟待修正也是意料之中。

由于黄金具有抵御通货膨胀的功

能， 而国际原油价格与通胀水平密切相

关，因此，从中期来看，黄金价格与国际

原油价格具有正向运行的互动关系。 另

一方面，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

展速度放缓也间接影响了能源及有色金

属价格。铜、铝等有色金属的大幅下跌亦

会影响到黄金价格， 这也体现了商品市

场价格的联动性。

黄金市场静待美联储指引

□中金贵银 李庆学

目前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何时加息

及如何加息， 大宗商品及贵金属黄金提

心吊胆，等待命运宣判。中金贵银分析师

认为， 本次的利率决议或将透露更多的

鹰派言论，充分肯定就业市场，削弱对通

胀的担忧，为加息做更多的准备，但本次

加息的可能性低于

50%

。 如果本次不加

息， 那么留给美联储的只有

10

月和

12

月

两次议息会议。无论如何，本次美联储议

息会议一言一行都可能对大宗商品以及

黄金后市指明方向。

首先，从美国就业市场分析，一系列

数据都印证了其强劲复苏的势头。虽然上

上周公布的

8

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低

于预期，回落至

17.3

万人，并跌破了

20

万整

数关口，但是失业率的下滑速度远远超出

市场预期，从

5.3%

降至

5.1%

，为

2008

年

4

月

来最低水平，已经达到了美联储认为的充

分就业水平；另外，从耶伦高度关注的劳

动力市场指标———

JOLTS

职位空缺数据

看，

9

月

8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7

月

JOLTS

职位空缺

575.3

万， 远超预期的

530

万，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新高，表明劳动者

对就业充满信心， 反映出就业市场的强

劲； 还有

LMCI

指标被美联储认为比非农

能更好地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

8

月

LMCI

为

2.1

，高于预期的

1.5

。 以上数据

都为美联储加息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

理由，市场对

9

月加息的呼声也在增加。

其次，自

2012

年

1

月，美联储将核心

PCE

年率涨幅

2%

定为长期通胀目标，该

数据将直接关乎货币政策的动向。 从近

期数据看，

8

月

28

日公布的

7

月核心消费

支出

(PCE)

物价指数年率为

1.2%

，前值为

1.3%

， 连续

39

个月低于

2%

的目标位，其

中原油或将是其最大“祸因”，表面上美

联储并不着急加息， 但是让人欣慰的是

薪资增速录得

2014

年

11

月以来最快增

长，刺激民众加快消费支出，对后期通胀

数据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这将为美联储

鹰派官员提供加息的理由。

最后， 美联储内部就加息问题一直

以来都是“鹰鸽”两派对峙，各持己见。特

别是对于通胀问题， 有官员认为要达到

2%

的目标并非短时间能完成，可能会数

年，就目前经济来看，美联储有理由相信

会回到目标水平， 克利夫兰联储主席认

为可以适度加息； 而鸽派认为持续的低

通胀、中国经济放缓等原因，不应急于加

息，否则会伤害来之不易的复苏。所以本

周的利率决议将成为重中之重， 将关乎

金融市场的后期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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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4 63.09 -0.25 -0.40

商品期货指数

729.80 725.74 730.74 725.52 731.70 -5.96 -0.82

农产品期货指数

824.60 827.99 830.63 819.54 825.24 2.75 0.33

油脂指数

509.33 511.64 512.84 504.92 511.79 -0.15 -0.03

粮食指数

1296.19 1307.07 1313.18 1289.63 1295.63 11.44 0.88

软商品指数

799.20 796.02 802.68 793.43 797.11 -1.09 -0.14

工业品期货指数

648.34 643.48 651.87 643.13 651.19 -7.71 -1.18

能化指数

582.23 576.97 588.13 576.69 584.25 -7.28 -1.25

钢铁指数

407.98 403.40 408.74 402.89 408.54 -5.15 -1.26

建材指数

487.56 485.28 488.63 484.83 488.27 -2.99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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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79 1031.81 1020.66 1025.73 -0.64 1027.15

易盛农基指数

1127.61 1127.61 1107.85 1115.7 -5.26 1120.37

大商所期货业务培训班启幕

为加强期货从业人才对创

新业务的掌握，通过提升人才专

业水平助力期货公司提高产业

服务水平，9月12日， 大商所

2015年期货学院业务培训班正

式启幕， 来自大商所期货学院

25个分院的1289名学员报名参

加培训。

大商所相关负责人在开学

典礼致辞中表示，大商所期货学

院结合市场需求， 围绕期权、资

管、场外期权产品设计等创新业

务策划了本期专题培训，旨在加

强学员的创新业务能力，支持期

货公司提高综合发展潜力和产

业服务能力。

据介绍， 本次期货学院新业

务培训班邀请具有丰富理论和实

践经验的专家， 精心准备授课内

容，通过对期权知识、交易策略、

场外产品设计等内容的教学，加

强学员在期权产品设计等方面能

力的提升。同时，本次培训专门设

置了商品期货交易分析逻辑与体

系课程， 通过对方法论的系统培

训， 强化研究人员的研究与分析

能力。还将通过期货沙龙、报告撰

写、闭卷考试、调研参观等多种教

学形式，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提高培训效果。（张利静）

玻璃震荡偏强

玻璃周一冲高回落，量增仓

减。 截至收盘，玻璃期货主力合

约1601报收843点，较上一交易

日下跌5元，跌幅0.59%。 昨日玻

璃总成交量27.1万手，总持仓量

为18.1万手，成交量有所增加而

持仓量减少。多空方面整体上空

头占据明显优势。

昨日中国玻璃综合指数为

852.38点，涨1.65点；中国玻璃

价格指数为842.27点， 涨1.30

点； 中国玻璃市场信心指数为

892.04点，涨3.07点。

现货市场上，昨日中国主要

城市玻璃平均价为1134.75元

吨，涨1.58元/吨。 主要城市价格

大部分持平，个别城市上涨。 其

中秦皇岛涨幅最大，为6元/吨。

中信期货黑色建材组研究

认为，上周黑色建材板块整体表

现偏强，在基本面延续季节性复

苏及市场信心的修复推动下，上

周玻璃主力1601合约重新站稳

于5日均线之上。 短期来看，玻

璃基本面复苏势头犹存，在供需

压力缓解下后市现货价格仍有

一定的上涨空间。 此外，周末以

来宏观消息面总体利好，有利于

市场信心的进一步修复，本周玻

璃市场或将延续震荡反弹之势。

华闻期货分析师杨广喜认

为， 技术玻璃期货短期将呈现震

荡调整走势。 短期支撑位840元/

吨，阻力位870元/吨。（张利静）

大商所与平安银行签署战略协议

9月1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

与平安银行在大连期货大厦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大商所总经理

冯博和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分别

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书上

签字， 大商所理事长李正强、副

总经理夏耘及平安银行副行长

吴鹏、陈蓉见证签约。

根据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大

商所将积极支持平安银行以各

种可行方式参与期货市场，为大

商所会员和投资者提供相关金

融服务；平安银行将协助大商所

拓宽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渠道，

打造全球重要的风险管理和定

价中心。 在具体合作内容上，双

方将通过紧密合作，在为实体经

济提供高效优质的融资风险管

理服务、推动商品期货资产管理

业务发展、优化期货市场投资者

结构、推动商品期货市场产品与

服务创新、推动场外商品衍生品

市场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双方还将在市场培育和合

作培训、合作研究和信息交流等

方面进行合作。双方并将立足各

自职责，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为

推进银期合作向全方位、 深层

次、宽领域发展而努力。

据了解，近年来，大商所为

强化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以期货保证金存管业务资格

放开为契机，多渠道推动银期合

作，发挥银行资源优势，积极探

索银期共赢新路，取得了明显成

效。 2014年下半年以来，大商所

与7家银行共同举办了14场期

货品种推介活动，客户参与数达

2000多人次。 同时，大商所积极

推动银行参与期货理财产品，截

至今年8月末，共有1181只期货

类理财产品参与大商所品种交

易。 此外，大商所持续推进银行

业拓展深化传统银期业务，如标

准仓单质押业务协议、履约保函

查询协议等。

市场人士认为，此次战略合

作是大商所与平安银行在市场要

素共享和经济功能发挥等方面的

强强联合。广泛的银期合作有利于

发挥银行在客户资源、营销渠道及

资金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优势，可以

为期货公司及市场各类投资者提

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有利于提升整

个金融领域服务产业和实体经济

的能力与水平。（王姣）

豆粕短期料局部震荡

美国新一期USDA供需报

告在上周六凌晨公布，与8月类

似，在市场普遍预测利多的情况

下， 交给了大家一张利空答卷，

但此结果对市场的实际影响作

用或较为有限。昨日豆粕期货全

日上涨36元/吨或1.34%， 收报

2721元/吨。

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

的 9月供需报告显示 ： 美国

2015/2016年度大豆单产预估为

每英亩47.1蒲式耳，8月预估为每

英 亩 46.9 蒲 式 耳 。 美 国

2015/2016年度大豆产量预估为

39.35亿蒲式耳，8月预估为39.16

亿蒲式耳。 美国2015/2016年度

大豆年末库存预估为4.5亿蒲式

耳，8月预估为4.7亿蒲式耳。 美国

2015/2016年度豆粕产量预估为

4442.5万吨，8月预估为4422.5万

吨。 美国2015/2016年度豆粕年

末库存预估为30万吨，8月预估为

30万吨。 美国2015/2016年度豆

粕出口预估为1165万短吨，8月

预估为1175万短吨。

“此次报告对数据调整不

大， 新作单产39.16亿蒲上调至

39.35亿蒲，调高0.19亿蒲，面积未

变，年末库存略调低，由4.70亿蒲

下调至4.50亿蒲，但高于4.15亿蒲

的预期，整体属中性略空。 ”卓创

资讯分析师董烁表示。

银河期货分析师梁勇指出，

本次报告如预期一样对数据的

调整不大，与预期相比，报告对

市场的影响略偏空，因供应继续

上调，但压榨需求预期增加限制

了价格的跌幅，9月报告整体对

价格的影响不明显， 关注10月

报告的数据调整。

国内方面两周后将进入中

秋国庆长假，备货需求提振了多

头信心。 董烁指出，虽然养殖业

对豆粕等需求仍显清淡，但双节

将至，下游或会在本月下旬开启

备货计划，届时将会带动走货速

度，缓解报告利空带来的消极影

响。 本周豆粕或将平稳过渡，价

格大体稳定，局部震荡为主。

梁勇指出，国产大豆现货稳

中偏弱，由于市场继续处于青黄

不接向新粮上市的过渡时期，因

此供需双方观望心理十分浓厚；

由于新豆即将上市，陈豆购销范

围较窄，因此稳中趋弱的总体趋

势暂难改观。豆粕现货今日多地

上调报价10-30元/吨不等，销

区仍以2650-2700元/吨为主；

双节前备货给市场带来较好的

成交量，对短期市场预计有一定

的刺激作用， 但外盘弱势格局，

供大于求环境不改，豆粕昨日走

强仍视为短线行为。

中粮期货认为， 整体来说，

产量方面的利空已经基本消化，

接下来美豆进入全面收割期时

CBOT大豆价格可能还有一轮

探底，同时美豆出口销售进度如

果好于目前则会对价格提供支

撑， 如果出口进度依然不佳，则

可能加剧价格探底，800美分将

是一个较强的支撑。（王朱莹）

投资增速回落 钢价面临下行

□本报记者 官平

最坏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 日前公

布的工业增加值、消费和投资数据喜忧

参半，其中工业增加值、消费增速略有

加快，但明显弱于预期，投资增速则大

幅回落。

钢材是工业投资的“晴雨表” ，当前

国内钢厂普遍对9月传统消费旺季需求

有所期待，生产节奏明显加快，但分析人

士表示， 目前下游需求乏力，“金九银

十” 成色有较大可能不及预期，预计钢材

价格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上周， 铁矿石期货再度强势拉涨，

对钢材期货走势形成一定支撑，但在现

货市场弱势的情况下，钢材期货上涨阻

力重重。

钢铁现货交易平台———西本新干线

综合库存监测数据显示，上周五（9月11

日） 沪市螺纹钢库存总量为18.85万吨，

较前一周减少0.45万吨； 线材4.25万吨，

较前一周增加0.3万吨。综合来看，沪市建

筑钢材库存总规模为26.35万吨， 较前一

周减少0.5万吨。

业内人士表示， 上周全国钢材库存

量重回下降通道， 各主要钢材品种库存

量全面回落， 目前的库存水平较去年同

期下降12.99%。 当前国内市场正值“金

九”传统消费旺季，加之近期积极财政政

策持续发力，市场需求总体有所好转，钢

材市场库存消化速度有所加快。

数据显示，中国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6.1%，比7月加快0.1个百

分点，但明显低于业内预计的6.6%。1-8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9%，较1-7

月下降0.3个百分点，创2000年6月以来

的新低。 三大类投资中，房地产、制造业

投资增速持续下行，基建投资有所反弹

但力度不足，对国内钢市需求形成明显

拖累。

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8月份我国粗

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6694万吨和9449

万吨，同比分别下降3.5%和增长0.4%。 8

月份我国粗钢和钢材日均产量分别为

212.39万吨和304.81万吨，环比分别增长

1.67%和2.37%。 而据海关统计，8月我国

出口钢材973万吨，较上月增加2万吨，同

比增长25.9%；8月我国进口钢材102万

吨，较上月减少3万吨，同比下降12.82%。

由此测算，8月份我国粗钢和钢材

资源供应量分别为5771万吨和8578万

吨，同比分别下降7.8%和2.2%。可见8月

份尽管华北地区钢铁企业在下旬受北京

阅兵环保影响产量下降，但全月来看国

内粗钢和钢材日均产量均明显回升，反

映出钢厂生产节奏加快，市场供应压力

有所上升。

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表

示，当前国内钢厂普遍对9月传统消费旺

季需求有所期待，生产节奏明显加快。 但

从数据来看，当前主要下游行业房地产、

汽车、家电、机械等行业表现普遍不佳，

国内钢市需求出现明显提升的可能性不

大。 加之当前商家心态普遍谨慎，囤货意

愿降低， 预计短期国内钢价将面临一定

的下行压力。

多头落袋拖累铜价回落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多头落袋为安结束了铜价反弹的

局面。 ” 分析师如此解释昨日的沪铜行

情。

昨日沪铜冲高回落，价格重心下移。

截至收盘 ， 沪铜主力 1511合约报收

40620元/吨，跌1.24%。

而进入九月以来，在季节性消费旺季

以及供应端减产的利好氛围下，有色金属

迎来了难得的反弹。 截至上周五，沪铜主

力合约收报41160元/吨， 大幅突破前期

盘整平台。尽管今年的旺季成色已经大不

如往年。 更深层次的背景是，市场对美联

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正在持续减弱。

多头的获利平仓让铜价再次回归疲

弱的基本面。 隔夜LME市场三个月期触

底反弹，全日收跌0.5%至5370美元，盘中

触及近3个交易日的低位5321.5美元。

库存方面，截至9月11日，LME全球

铜库存减少2300吨至342000吨，LME铜

注销仓单63050吨，占比18.44%。 外盘升

贴水方面，9月11日LME现货铜对三个

月期铜升水22.75美元/吨， 较10日升水

17.25美元/吨上升。

国内现货市场， 昨日上海电解铜现

货对当月合约报贴水30元/吨-升水20元

/吨 ， 平水铜成交价格 40900元 /吨

-41120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40920元

/吨-41150元/吨。

海关最新数据也让多头的信心再次

回落。 数据显示，2015年8月份中国铜矿

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115万吨，较上月大

幅增长18万吨或18.6%，较去年同比增长

19.8%。 1-8月累计进口量812万吨，同比

增长12.2%。

“从历史数据来看， 往年8、9月份进

口量环比会出现一定幅度增长， 主要由

于国内炼厂通常会为四季度长协TC谈

判做准备，从而在8、9月份集中增加原料

库存，以减少四季度采购推升现货TC。 ”

美尔雅期货研究认为。

国泰君安期货铜研究员季先飞研究

指出，中国努力扭转消费预期，在当前电

力供应过剩的背景下， 电力行业能够选

择的投资对象主要是配电网改造。 国家

能源局投资计划的出台意味将通过电网

行业总投资量的增加来拉动铜的消费水

平预期，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引导企业和

投资者改变铜的消费预期。

季先飞认为， 铜价企稳的迹象在逐

渐显现。 首先，理论上的消费旺季来临，

提振部分企业心理预期。 其次，国外大型

矿山项目减产，影响未来铜产量；国内冶

炼厂检修减产提振铜价，LME铜暂时看

到5500美元/吨， 沪期铜看至42000元/

吨。 但由于终端消费仍旧疲弱，铜的大空

头逻辑尚未发生改变， 铜价反弹后将回

归弱势，多单获利后应及时离场。 他认为

铜价将呈现近强远弱格局。

需求回暖推升沥青价格

□本报记者 官平

近期国际油价暴涨后再度大跌回落，这

也令下游沥青价格备受连累， 不过进入9月

份，中国大部分地区公路建设将进入高峰期，

沥青需求必将继续回暖。分析人士表示，虽然

油价短期仍旧可能低位运行， 但受益于中国

基建投资回暖， 沥青价格有望逐渐回升。 昨

日， 不少大宗商品特别是工业品期货价格

“集体跳水” ，但沥青逆市放量上涨近2%。

原油是沥青的上游原料， 两者价格之间

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此前，由于沙特原油产量

继续增加，致使国际原油价格一路下行，美国

页岩油盈利大幅下降，导致钻井数量减少。随

着美国和伊朗关系缓和， 原油的供应压力再

度显现，中长期压制原油上行。

分析人士指出，EIA下调今明两年全球

原油需求增长预期， 同时下调美国原油产出

及需求预期，而美国夏季传统消费旺季结束，

炼厂开工率将逐渐走跌， 原油库存将季节性

增长， 继续对油价施压， 短期油价将再度回

调，不排除再创新低的可能性。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2015年和2016年

布伦特原油均价分别为每桶54美元和59美

元，与上次报告预测保持一致。 预测2015年

和2016年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WTI)平

均每桶比布伦特原油低5美元。

从当前交易的2015年12月份交割的原

油期货和期权成交价来看，市场预计2015年

12月份WTI平均每桶在32-73美元之间波动

(95%的置信区间)。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

2016年WTI均价每桶53.57美元，比上次预测

下调了1.6%。

除了国际油价方面的压力外， 沥青价格

上行还将面临自身基本面的压力。 8月初以

来，国内沥青炼厂装置开工率依然居高不下，

主力炼厂均保持正常生产， 导致国内沥青资

源供应量大幅增加。但因下游需求旺季来临，

炼厂库存和社会库存得到一定消化， 前期供

应过剩局面得到明显改善， 供需矛盾有所缓

和。 但未来持续高企的炼厂开工负荷将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价格上行动力。

目前， 华南市场沥青现货主流成交价跌

至2700-2850元/吨，近期广西以及西南周边

部分地区道路项目开工， 但高速公路项目数

量较少，终端需求不温不火。

公开消息显示，近期韩国、新加坡等进口

品牌沥青到华南的到岸价均大幅下跌， 部分

韩国进口沥青价格在2600-2700元/吨低位，

较国产沥青还有价格优势，而中油高富、茂名

石化等主力炼厂目前的大户价格仍在

2700-2750元/吨，因此，华南炼厂仍面临价

格下行压力。

业内人士表示，9月份沥青现货市场有望

企稳反弹，但上行幅度较为有限。而沥青期货

1512合约跟随原油震荡下行，现货市场好转

有望对期价形成一定支撑， 但由于原油仍在

熊途，因此沥青期价难言止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