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权成交量大幅减少

昨日，50ETF认购期权合

约价格多数下跌， 认沽期权合

约价格多数上涨， 但涨跌幅度

不大。 平值期权方面，1月平值

认 购 合 约 “50ETF 购 1 月

2500” 收盘报0.0616元，下跌

0.0059元或8.74%；1月平值认

沽合约 “50ETF沽1月2500”

收盘报0.0937元， 下跌0.0015

元或1.58%。 “昨日，认购期权

合约下跌主要受标的50ETF

价格下跌影响， 而认沽期权合

约下跌则主要是受波动率下降

影响。 ” 海通期货期权部表示。

成交方面， 周四期权交投

明显萎缩， 共计成交154200

张， 较上一交易日大幅减少

92554张。 持仓方面，期权未平

仓总量昨日共计增加 27352

张，至340353张。波动率方面，

目前，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隐

含波动率均维持低位震荡，多

空双方拉锯。截至昨日收盘，1

月平值认购合约“50ETF购1

月 2500” 隐 含 波 动 率 为

22.65% ；1月平值认沽合约

“50ETF沽1月2500” 隐含波

动率为27.64%。

基于上述分析， 海通期货

期权部推荐一级投资者： 若持

有现货， 买入1月低行权价认

沽期权，构造保护性策略；二级

投资者： 构造保护性策略或买

入1月虚一档认购期权， 或构

建跨式策略；三级投资者：卖出

1月认购平值期权。（马爽）

■ 责编：叶斯琦 电话：

010－63070401 E-mail:wangjiao889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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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起死回生”亦难“单骑救主”

基本面羸弱 化工品涨势料难续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昨日。 国内商品期市上演了一出化工

品逆袭大戏，在油价上涨的撑腰之下，化工

品期货集体大涨。PP、PVC、甲醇、塑料等品

种领涨盘面。分析人士认为，短期油价上涨

主要得益于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大幅下滑，

但这一局面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油价或很

快回归跌势。

美原油库存意外下降 化工品普涨

美国再次成为主导油价波动的指挥

棒。 周三美国市场传出两大利好油价的

消息： 原油库存大幅下降和美国石油钻

井平台数减少。 此消息一出，美油及布油

结束分化走势， 双双大幅反弹。 美国

NYMEX� 2月原油期货上涨1.36美元，涨

幅3.76%，报37.50美元/桶，摆脱近期一

蹶不振状态；ICE布伦特2月原油期货涨

幅3.46%，报37.36美元/桶，两者均创一

周高位。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三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12月18日当周，美国原油库

存减少587.7万桶至4.848亿桶， 降幅为

1.2%，预期为增加120万桶。

此外，由于圣诞节来临，因假期因素，

本周的钻井平台数提前公布。 美国油服公

司贝克休斯数据显示，截至12月25日当周，

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减少3座至538座，为

过去6周内第5周减少。

在原油罕见涨幅的提振下， 国内压抑

已久的化工品期货集体逆袭上攻。 从盘面

来看， 昨日PP期货早盘大幅高开后持续走

高， 触及一个月高位5951元/吨， 报收于

5887元/吨， 涨幅达2.6%， 持仓明显增加；

PVC期货盘中触及两个月高位4895元/吨；

甲醇收高1.18%，录得五连阳；连塑期货日

内摸至一个月高位7915元。

业内人士认为，在油市上涨的提振下，

国内化工期货的跟涨在情理之中， 但近期

美加息落地后大宗商品的波折走势表明，

这样的反弹很可能变成诱多行情， 油价的

反弹不具备持续性， 因而化工品也可能随

着油价的下行被打回原形。

分析师认为， 尽管美国传出利多油价

的消息，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美国11月原油

产量为911万桶/日， 仅小幅下跌仍维持在

高 位 ；OPEC11 月 产 量 增 加 23 万 桶 至

3169.50万桶/日， 创2012年4月以来的最

高。因此，原油过剩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

夕，未来油价可能继续探底。

化工品弱势中有分化

昨日，部分化工品走势还显示了两点，

一是化工市场分化明显， 二是兑现油价回

落预期。 这表现在化工品的涨幅分化和涨

跌分化上。 如昨日橡胶期货1605合约昨日

冲高回落，最终收出绿盘。

分析人士认为，整体来看，化工行业也

无法逃离产能过剩的宿命， 是我国经济调

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领域。

在本月中旬举办的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上， 中国石化联合会会长李寿生

指出， 目前全国石化行业面临下行压力。

1-10月，石化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6.1%，利润总额下降24.1%，进出口总额下

降22.3%。“三剑同时下坠” ，这在以前从未

出现过， 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比1998年亚洲

金融危机可能还要严重。

李寿生说， 当前制约石化行业发展的

一个主要因素是结构性产能过剩， 而不是

绝对过剩。为此，2016年行业经济工作要把

重心放在调结构上。

在羸弱的基本面格局中， 国内化工品

期货价格仍将继续承压。 从具体品种来看，

浙商期货分析认为，LLDPE利润良好,开工

率处于高位,石化与港口库存双降；棚膜旺

季已经到来, 但并无明显备货；PP方面,丙

烯价格仍偏弱,拉丝生产比例维持高位,但

下游开工水平一般。 多个石化厂商2016年

检修计划出炉,市场情绪有所提振。 甲醇进

口到货增多、冬季传统消耗减弱、国际油价

下滑等利空犹存, 短期部分甲醇区域暂时

止跌, 中长期仍需关注产品基本面及外围

宏观因素。 整体来看，LLDPE及PP期货支

撑偏强而甲醇偏弱。

此外，橡胶期价也一直对油价亦步亦

趋。 工业品价格看消费，农产品价格看供

给。 就基本面来看，橡胶市场已经持续处

于产大于销的窘境，目前来看并无改善迹

象。 从国内轮胎月产量走势来看，今年各

个月份的产量水平同比均呈现负增长，而

前 10个月的轮胎总产量同比下跌了

16.44%。同时，我国在美国、欧洲的轮胎出

口也流年不利，出口遇阻而下滑。 橡胶期

价长期弱势难改。

区间震荡消化压力 期指酝酿新年行情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当大盘指数二度突破3600点关口向

3700点关口发起进攻时， 多头再次遭遇空

头狙击。 昨日，沪综指、沪深300指数、上证

50指数和中证500指数悉数飘绿，分别下跌

0.65%、0.96%、0.85%和0.26%。

期指市场则出现一定分化，沪深300和

上证50期指合约跌幅均较现货指数跌幅更

大，IF1601全日下跌 1.2% ，IH1601下跌

1.07%，而中证500主力合约IC1601跌幅小

于现货指数，且远月合约IC1606逆市飘红，

微涨0.12%。

从现货板块表现上看， 市场风向似乎

也有些吹向中小成长股的迹象。 昨日中信

一级行业中， 跌幅前三的板块分别是非银

金融、房地产和国防军工，上述行业板块指

数跌幅分别为2.42%、2.09%和1.82%。 而涨

幅居前的股票，除了农林牧渔、基础化工等

传统行业板块外，计算机、电子元器件、通

信等新兴行业板块赫然在列。

“随着新年渐近， 蓝筹股受到举牌、滞

涨和排名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频繁成为

行情主角。但到了目前位置，正是11月初高

点的位置，短期内面临压力，需要消化。”银

河期货分析师麻程指出。

持仓上，各期指合约也出现明显分化，

IF1601和IH1601双双出现减仓，IF1601持

仓前二十席位中多头减仓数量多于空头，

IH1601则相反，但整体减仓表明部分投资

者在3700点阻力位前选择离场观望。 而中

证500期指主力合约则日增仓547手，其中

空头前二十席位就增仓541手，多头前二十

席位亦不遑多让，全日增仓330手，显示多

空双方分歧加大。

“12月份是修复之月， 临近年末股市

震荡后再度回到了前期平台区域。 回顾本

月行情， 每次下跌总有一股神秘资金推动

蓝筹上行进而维稳股市， 三番五次后空军

也似乎放弃了抵抗， 大幅减仓后也顺应了

股市反弹的基本节奏。”南证期货分析师郑

昊越表示。

“经过连续几日拉升， 周四蓝筹回

调， 沪指回踩十日均线回升， 创业板回

踩二十日均线回升 ， 指数上下空间有

限。 题材涨跌互见， 两市量能从近万亿

缩至7495亿元，资金净流出5.82亿元，较

上日跌幅收窄。 技术上， 沪指目前正处

于11月整理平台顶部边缘以及七至八

月整理平台底部， 技术承压不言而喻，

至少需1.2万亿量能才能助沪指突破此

平台。 ” 瑞达期货分析师赖建鸿指出，资

金面受企业与银行年底结算承压， 节前

落袋为安情绪将逐步抬头， 沪指年线附

近套牢巨大， 存量格局下成交不能足够

放大等共振， 在连续拉升之后获利浮筹

承压， 沪指料高位震荡， 沪指主要运行

区间3550-3680点， 三大期指按相应操

作区间高抛低吸为主。

12月临近尾声，新年钟声即将敲响。对

于来年行情，郑昊越颇有信心。 他表示，随

着年内随后一轮IPO申购上线完成，监管层

也完成了年内推动IPO进程的基本工作，同

时， 股市反应平稳也使得监管严控金融风

险的目标逐步实现。从政策面而言，明年经

济工作已经定下基调， 以保持经济运行于

合理区间， 并继续实施宽松财政政策和稳

健货币政策， 可以说政策面仍表现得较为

宽松。 另一方面，美元加息靴子落地，意味

着美国经济有转好预期， 或带动全球经济

企稳好转。综合来看，国内股市有望震荡企

稳后等待明年行情。就股指期货而言，沪深

300 股 指 期 货 中 ，IF1601 合 约 在

3750-3800点一带整固后有望调整至4000

点平台区域，从操作建议而言，股指中线以

逢低吸纳为主。

■ 机构看市

银河期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地之

后，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减税等政策方向

明确， 稳增力度更大， 且

11

月数据略微企

稳，总体利于多头。 但在前高点附近，多头

还会犹豫，需要时间和空间消化压力，再往

上还有

8

月份形成的大量套牢盘。消息总体

利多，但也到了阶段性高点，要防止多情绪

暂时过热。指数上升只能是震荡，犹豫中攀

升，难以出现单边市，建议逢低做多。

中州期货：近几个交易日，市场仍未突

破第一波救市形成的盘区，在巨量套牢盘压

制下，随时可能出现调整，近两个交易日市场

也给出了验证，建议前多离场后暂观望为主。

国泰君安期货：连续上涨后前期利多支

撑开始减弱，新的因素如对险资举牌资金的

监管预期开始升温， 市场高位震荡加大，操

作上建议回调后轻仓做多或区间操作，及时

止盈止损，做好资金管理。（王朱莹 整理）

豆粕期价料延续偏弱震荡

□本报记者 马爽

国内豆粕期货自11月下旬创出新低

后， 便展开震荡反弹， 不过总体走势仍偏

弱， 近日更是遭遇连续下挫。 截至昨日收

盘，主力1605合约收报于2382元/吨，跌16

元或0.67%。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阿根廷汇

率大幅贬值，农民开始海外出售大豆，国内

大豆到港成本预期下降， 令远期豆粕期价

承压回落。 展望后市，在豆粕市场总体供应

压力较大背景下， 预计豆粕期价仍将维持

震荡走势， 关注南美天气变化及国内豆粕

下游消费情况。

美尔雅期货分析师李小双表示，12月

上旬，美联储加息使得大宗商品整体承压，

加上阿根廷政府下调大豆出口关税、 放开

汇率管制，使美豆进一步受到打压。 但后期

随着南美干旱持续及空头回补， 美豆价格

展开反弹。 不过，近几日天气预报称未来两

周巴西主产区迎来降雨，美豆价格骤降，并

在一定程度影响内盘豆粕走势， 再加上国

内11月、12月大豆到港量较大，豆粕供应充

足，令国内豆粕期价维持偏弱运行。

现货方面， 豆粕现货价格具有明显挺价

心理，而临近年尾，节前备货的脚步也逐渐临

近， 在这一波强势反弹中豆粕备货热情已悄

悄升温。据卓创资讯统计，12月上旬43%蛋白

豆粕平均价格在2499元/吨，中旬价格上调至

2508元/吨。 12月下旬豆粕价格目前已涨至

2560元/吨， 较12月上旬上调61元/吨，涨

2.44%；较11月下旬价格上调3.52%。 豆粕价

格12月中旬后出现连续上扬走势，幅度明显。

一开始贸易商方面对未来价格仍有担忧，但

经过连续上调后，市场采购信心明显提升。

基本面上， 目前豆粕市场总体供应压

力较大。 李小双分析，首先，从国际市场来

看，美豆出口依然偏慢，南美方面，前期巴

西东部出现干旱， 但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两

周将有降雨， 预计最终南美大豆产量受天

气影响较小。 阿根廷出口关税下调后，农户

尚未出现大量卖货局面， 未来阿根廷大豆

出口进度是市场关注焦点。 国内方面，根据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11月国内进口大豆739

万吨，预计12月将在850万吨以上。 大豆到

港量提高，油厂开机率保持较高水平，11月

压榨量达到695万吨， 预计12月将达到715

万吨。 此外，临近春节，禽畜出栏节奏加快，

后期养殖规模有所减小， 对豆粕需求提振

有限。 但进入12月下旬， 饲料企业开始备

货，下游豆粕成交良好，豆粕库存并未见明

显回升。 因此，豆粕总体供应压力较大，但

下游饲料企业备货对市场提供支撑。“预计

后市豆粕期价仍将维持震荡走势， 关注南

美天气变化及国内豆粕下游消费情况。 ”

对于后市， 国信期货研究员侯雪玲表

示， 考虑到现货未执行合同处于高位且还

有增加空间， 后市豆粕现货价格有望保持

坚挺。 但期货市场却难以乐观，毕竟阿根廷

大豆预期出口量庞大， 巴西大豆产区尽管

天气恶劣， 但仍难以改变产量创新高的局

面，美豆出口前景又不乐观，目前全球豆类

市场整体仍在弱势格局中， 因此认为豆粕

期价前景不乐观。

钢价反弹空间有限

□宝城期货 何晔玮

近期钢价强劲反弹， 武钢和日照钢铁

的减产减员传闻， 引发了市场对来年钢铁

行业停产规模的预测。 高盛在近期的一份

研究报告中指出， 中国从2016年起将出现

钢铁产能大量关闭的情况， 并且预计国有

企业和民营生产商将出现更多的信贷违

约，导致钢铁企业的永久倒闭。 钢企去产能

利好钢价走强，1月合约跌破每吨1600元关

口后，两周大幅反弹至1800元附近，更是较

主力合约再次升水， 但是从现阶段实际减

产数据来看， 粗钢日均产量依然处于历史

高峰，钢价反弹空间有限。

宏观数据显示，11月官方PMI指数继

续回落， 且连续4个月处于枯荣线下方，并

创下自2012年9月以来的最低值。 1-11月

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4.7%， 降幅比

1-10月份扩大0.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

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3.1%， 降幅比

1-10月份收窄0.7个百分点。 1-11月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与前10月持平， 主要源于基

建投资快速拉动， 房地产投资增速仅增长

1.3%，环比下降0.7%，年末经济下行压力巨

大。 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美元宽幅震荡，

大宗商品对钢价影响似乎不大。

供给方面， 统计局公布11月我国粗钢

和钢材产量分别为6332万吨和9396万吨，

同比分别下降1.6%和增长2%。 11月下旬，

我国粗钢日均产量降至206.74万吨， 旬环

比下降3.15%， 是今年来的较低值，10月份

阅兵结束之后再次回落至210万吨下方，这

一趋势有望延续。 在钢厂大面积亏损的情

况下， 粗钢日均产量虽有下降， 但降幅缓

慢，要回到2009年产能扩张初期170万吨左

右的水平还需减产近15%。 截至12月18日，

全国钢厂高炉开工率为75.83%， 周环比下

降0.41%，较上周降幅减少，唐山地区高炉

开工率为78.66%，与上周持平。从高炉开工

情况来看， 已经跌破2009年80%以上的均

值，短期继续下行空间有限。

原材料方面，截至12月18日，铁矿石主

要港口库存为9429万吨， 回到今年年初的

水平。10月26日至11月29日，澳洲港口共计

发运铁矿石7557.4万吨， 巴西港口铁矿石

发运共计3555.7万吨，数量较为稳定但同比

去年略有增加。 12月份的到港量较前期也

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 因此按照目前港

口库存的变化趋势来看，12月份库存总量

仍将继续上涨。 华北、华东地区钢厂焦炭库

存依然处于21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天津

港口库存连续下降， 显示出现货企业对未

来焦价的悲观看法。

钢价反弹主要因为减产预期，但未来

减产的规模和速度， 恐怕难以和需求萎

缩同步下行，钢价反弹空间有限，近期震

荡为主。

中金所加强

金融期货市场诚信建设

近期， 中金所在有关方面

支持下，经全面仔细排查，发现

18组客户未履行实际控制关

系的报备义务， 部分客户还存

在合并持仓超限情况。 中金所

根据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对

上述违反诚信义务的行为予以

通报批评， 并对其中存在合并

持仓超限、 不配合报备工作情

形的客户采取限制开仓的处罚

措施， 相关处理结果均已记入

客户的诚信档案。另据了解，中

金所已将上述违反诚信义务的

客户列入重点监控名单， 对其

未来的交易行为重点监控。 同

时， 为严控市场的失信违规行

为， 中金所还敦促会员单位加

强客户管理， 要求会员单位切

实履行好合规经营、落实监管、

管理客户等职责， 严格禁止违

规配资业务， 落实投资者适当

性制度要求， 加强客户账户管

理和异常交易行为排查和监

管， 并做好投资者教育和风险

防范工作， 加强对客户账户和

市场失信违规行为的监管。

据记者了解， 中金所注重

对市场失信违规行为的监督管

理，强化市场诚信约束。中金所

呼吁投资者切实履行诚信义

务，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交易所规则， 诚信参与

市场，合规、理性交易，并敦促

期货公司会员加强客户管理，

共同营造讲诚信、 重诚信的市

场气氛。据相关人士介绍，中金

所将继续加强金融期货市场的

诚信建设工作， 不断优化完善

相关制度与工作机制， 严肃查

处各类失信违规行为， 夯实市

场诚信基础， 切实维护市场健

康稳定发展。 （叶斯琦）

铁矿石期货呈现近强远弱格局

12月以来， 铁矿石期货

主力1605价格先抑后扬。 10

日，最低价格打至282.5元/吨

后止跌回升，强势回归300元

/吨关口上方，截至昨日收盘

报304元/吨。 与此同时，普氏

铁矿石价格指数也回到40美

元上方。

从进口矿市场来看， 价格

整体持稳， 部分资源价格继续

上涨。 昨日， 直接进口铁矿石

62%品位干基粉矿到岸价格为

39.94美元/吨（即0.6442元/吨

度）， 环比每吨上升0.20%；当

月平均价格为39.40美元/吨。

现货贸易进口铁矿石62%品位

干基粉矿人民币含税价格为

334.81元/吨， 环比每吨上升

0.53%，当月平均价格为328.76

元/吨。直接进口铁矿石58%品

位干基粉矿到岸价格为36.01

美元/吨 （即0.6209美元/吨

度），环比持平；当月平均价格

为35.82美元/吨。 现货贸易进

口铁矿石58%品位干基粉矿人

民币含税价格为313.30元/吨，

环比每吨上升0.34%， 当月平

均价格为308.31元/吨。

对于铁矿近期的强势表

现， 国信期货黑色产业分析师

施雨辰认为有两方面原因。 一

方面，美联储加息尘埃落定，带

动大宗商品普遍出现企稳反

弹。另一方面，现货钢铁和铁矿

石市场出现明显好转。

据了解， 近期钢厂减产增

多，12月中旬的钢产量旬环比

继续下降， 钢厂的钢材库存和

钢材社会库存均出现减少，现

货钢材价格快速上涨。

“上海三级螺纹钢在三天

内上涨80元/吨，使螺纹期货从

持续贴水转为升水格局， 带动

铁矿石期货上行。 ”施雨辰说。

她表示， 同时需要看到的

是， 铁矿石期货近期表现出明

显的近强远弱格局，从12月10

日到24日，铁矿石1601合约累

计上涨20%， 但铁矿石主力

1605合约只上涨了7%。 这是

因为随着交割日的临近， 铁矿

石近月一直处于贴水的局面需

要得到修复， 而市场对来年5

月的行情并不十分乐观， 且在

钢铁需求开始负增长的情况

下， 钢铁产量的减少也将成为

趋势， 这使铁矿石的需求将进

一步萎缩，因此铁矿石1605合

约已经开始掉头向下。

这样的格局暗示未来矿价

仍存在进一步下跌的可能。

永安期货矿钢分析师张丽

丽分析认为，短期来看，铁矿石

绝对价格低位， 钢厂利润修复

且库存偏低， 可能存在库存动

力，大幅杀跌空间也较为有限；

而中期来看仍将走弱。

张丽丽表示，12月份以

来， 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相

对稳定，但进入一季度后，澳洲

巴西发货量受季节性影响大概

率会出现下降， 供给端压力有

望减轻。需求端来看，近期炼钢

利润修复，热轧、冷轧利润快速

反弹， 加之当前钢厂成材库存

低位， 钢厂产量环比继续大幅

下降空间有限， 且钢厂当前普

遍维持低库存， 钢厂阶段性利

润好转或带来补库动力， 最新

一期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增加

1天至22天， 短期继续大幅杀

跌空间较为有限。

但中期来看， 她认为，二

季度之前钢材下游需求没有

亮点，钢厂在资金紧张、亏损

维持和消费淡季影响下，减产

预期将持续存在，加之钢厂原

料低库存策略和港口铁矿石

高库存， 铁矿石走势继续偏

弱。 （张利静）

新糖上市

郑糖反弹面临压力

□本报记者 王朱莹

12月24日，郑糖全天震荡，主力1605

合约全日微涨2元/吨或0.04%， 收报5605

元/吨。 整体成交量减少，持仓量小幅增加

156万手至90.1万手。

现货方面，近期广西主产区现货报

价有所下调，幅度10-40元不等。据瑞达

期货数据，柳州中间商新糖报价5400元

/吨，下调40元/吨；部分集团厂仓新糖

报价5430-5500元/吨，报价不变；站台

报价 5460-5490元 /吨 ， 下调 0-10元 /

吨。 南宁中间商陈糖暂不报价；部分集

团新糖厂仓报价5380-5430元/吨，下调

30元/吨。

新糖开榨方面， 广东湛江已有4家

糖厂开榨， 开榨进度与去年同期相当，

预计湛江剩余17家糖厂将于1月12月前

全部开榨。

云南已有11家糖厂开榨。 截至12月20

日, 云南省2015/2016榨季已累计入榨甘

蔗43482吨(去年同期30.25万吨)，累计产

糖4004吨 (去年同期3.31万吨)， 出糖率

9.21%(去年同期10.96%)。

进入12月份， 广西糖厂也将进入密

集开榨期， 据昆商糖网数据， 截至12月

23日，广西2015/2016榨季开榨糖厂家数

为69家， 与上榨季同期相比减少12家；

已开榨糖厂的日榨产能约为52.3万吨，

与上榨季同期相比减少6.1万吨。 目前，

广西已开榨糖厂的产能约占全区糖厂设

计总产能的76.5%。 但是受阴雨天气影

响， 截至目前的开榨糖厂数量和日榨产

能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预计新糖有可

能在12月底至1月上旬以后才会大规模

集中上市。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来看，新糖上市，

使得郑糖反弹面临压力，近期已有所回调。

不过，瑞达期货指出，尽管广西开榨糖厂不

断增加，新糖上市增加市场供应，但云南地

区食糖库存加速减少、下游消费旺季来临，

需求支撑糖价走高， 且新榨季食糖预期减

产、且严控进口，食糖供给预期存缺口，糖

价未来或延续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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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68 1010.76 1004.18 1005.88 -1.03 1007.33

易盛农基指数

1120.39 1123.28 1118.25 1119.19 -0.75 11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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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3 58.58 -0.15 -0.26

商品期货指数

688.07 686.39 691.21 686.05 688.07 -1.68 -0.24

农产品期货指数

813.70 810.75 815.88 809.59 813.25 -2.50 -0.31

油脂指数

537.31 534.74 540.91 534.33 536.19 -1.46 -0.27

粮食指数

1207.83 1202.63 1210.31 1198.69 1208.33 -5.70 -0.47

软商品指数

794.54 793.74 797.05 792.83 794.54 -0.79 -0.10

工业品期货指数

601.54 600.76 605.55 600.31 601.61 -0.85 -0.14

能化指数

571.64 570.06 576.60 568.91 571.27 -1.20 -0.21

钢铁指数

363.35 363.57 367.04 362.44 363.10 0.47 0.13

建材指数

451.14 452.50 454.72 450.50 450.48 2.03 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