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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看市

广州期货：市场非理性杀跌，一方面有

利于创业板高估值回归， 另一方面也便利

了未来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的入市， 对后

市基本观点即“危即是机”，逐步建仓或许

是较好投资策略。 对于期指交易， 建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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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敞

口”策略配置。 当前风险点有三，首先是人

民币汇率贬值风险， 其次是注册制等金融

体系改革推进进程， 第三是熔断机制致使

流动性尚失带来的市场非理性下跌。

中粮期货： 此次下跌的主要原因和去

年股灾不同， 去年大跌是去杠杆对流动性

伤害， 而此次是人民币连续贬值而引发的

情绪性行情，市场稳定后，

A

股会回归理性。

情绪性行情特点是下跌迅速， 但超跌后反

抽也会偏强，现在保持偏空思路，股指做空

策略也许是做好盈利回撤的防范。

瑞达期货： 受人民币连续多日大幅贬值

拖累，沪指大幅低开，沪深

300

指数再次触及

两熔断档次，沪深两市提前收市。 随后央行

考虑更多措施避免人民币大幅波动，证监会

规定大股东三个月内减持不得超

1%

， 专家

呼吁改善熔断制度等利好消息较多，整体上

看，连续累计大幅下挫之后，周五可能在惯

性下挫下，沪指有望小幅度探底回升，但市

场对熔断新规理解以及外汇稳定性仍待观

察，短期趋势不明确，投资者宜多看少动，谨

慎操作。（叶斯琦 整理）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2016年1月7日）

A11

■ 责编：张利静 电话：

010－63070359 E-mail:wangjiao8896@163.com

■ 2016年1月8日 星期五

衍生品/期货

erivatives·Futures

D

再触二档熔断

期指短线存超跌反弹需求

□本报记者 叶斯琦

1月7日，开盘仅半个小时，沪深300指数暴

跌超7%，接连触发二档熔断机制，停止交易至

收市。全天累计开盘时间不到半小时，累计交易

时间仅约15分钟，三大期指全线大跌。分析人士

指出，目前点位进入主力护盘区域，且股票减持

新规颁布也构成利好，短期超跌，市场过度恐慌

后可能迎来反弹。

可关注期指套利机会

昨日期指大跌，两次熔断，走势与本月

第一个交易日几乎如出一辙，而下跌势头更

加迅猛。截至昨日收盘，沪深300期指主力合

约IF1601报3245.2点，下跌237点或6.81%；

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IH1601报2145.8点，

下跌144.6点或6.31%；中证500期指主力合

约IC1601报6360点，下跌478.6点或7%。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员彭博表示， 昨日期

指下跌，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人民币

近期大幅贬值， 新年短短4个交易日跌幅达

1.54%，使得国内股市承压；其次，注册制加速

推进， 使得市场对于高估值的创业板等股票

产生较大的恐慌情绪，引发较大抛压；第三，第

一次熔断后，容易引发资金出逃，立即造成第

二次熔断，从而引发踩踏；第四，对大股东减持

的担忧情绪加重。

银河期货研究员周帆也表示， 期指下跌

的基本面原因在于解禁压力以及资本外流压

力导致市场承压。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股票其

估值存在“流动性溢价” ，也就是说变现容易

的资产能获得高溢价，熔断机制触发后，资产

变现能力降低，流动性溢价大幅降低，股票估

值下降，导致暴跌。此外，熔断产生的“磁吸效

应”也加速了暴跌。

期现价差方面， 截至收盘，IF1601合约

贴水49.18点，IH1601合约贴水34.79点，

IC1601合约贴水102.24点。

银建期货分析师张皓指出，从节后三大期指

合约基差变动情况看，当前IH主力合约基差

连续四个交易日有所放大，而IF与IC主力合

约基差在1月5日和6日放大后，1月7日有所

缩窄。当前代表权重股的上证50期指合约跌

幅小于其他期指合约，说明当前大盘蓝筹股

还是有一定的护盘支撑， 如果后市能够企

稳，相信权重股将会有突出表现，因此可以

关注买入上证50和卖出中证500期指合约

的跨品种套利机会。

彭博认为，从套利机会上看，流动性缺

乏导致套利资金并不会介入，但在跨市场套

利方面， 由于港股及新加坡A50仍然交易，

因此存在一定的跨市场套利机会。

超跌反弹机会或现

持仓方面，昨日沪深300期指总持仓量减

少1943手至36037手，上证50期指总持仓量减

少643手至15515手，中证500期指总持仓量减

少856手至17804手。主力方面，在IF1601合约

中， 多空前20席位分别减持1126手、1228手；

在IH1601合约中， 多空前20席位分别减持

406手、358手；在IC1601合约中，多空前20席

位分别减持351手、397手。总体来看，昨日多空

变动相对均衡。

展望后市，张皓表示，当前的极端行情

对期指多头造成了很大压力，甚至部分资金

已经开始面临强行平仓风险， 市场信心低

迷，在此情况下，出台救市政策概率较大，此

短期内期指市场将有反弹可能。但是由于多

头浮亏较多，反攻力量不足，所以后市期指

市场需要一段时间震荡整理，才能消化当前

多空局势。

“下跌得越快， 以后入场的资金就越

多，从国家经济发展到政府政策引导，其实

全都希望资本市场成为一个好的融资平台，

对后市无需过度悲观，跌得多了反倒是买入

的好机会。 ”张皓说。

周帆也认为，后市下跌空间较为有限，市

场的过度恐慌可能迎来反弹。 目前点位进入

国家队护盘区域， 且股票减持新规颁布也构

成利好，短期超跌。但在熔断机制依然存在的

情况下，未来市场高波动率将成为常态。且经

济下行的大环境下， 市场难以形成大的上涨

行情，只有波段性机会。

不过，彭博则表示，市场信心目前遭遇重

挫，加上人民币贬值、注册制推出、大股东减

持等诸多利空因素，市场下跌趋势可能难改。

人民币波动并非大宗商品熊途主因

□本报记者 王超

人民币连续贬值令大宗商品走势雪

上加霜：昨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周四延

续跌势，与中间价双创近五年新低。 与此

同时，大宗商品市场上，除黄金以外的品

种纷纷走低。纽约原油和布伦特原油双双

跌至过去13年来最低点。 有分析认为，人

民币贬值引发市场进入低风险偏好模式，

市场抛出大宗商品追求低风险资产。 因

此，人民币贬值利空大宗商品走势。

不过整体而言，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

率的变化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

变化方向和幅度基本是相符的，人民币汇

率对一篮子货币仍保持基本稳定。 因此，

决定大宗商品走势的依然是其基本面供

需双方的博弈。 而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

需求减弱的背景下，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大

宗商品难言迎来转势。

人民币与大宗商品双双走低

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继续大幅

调降332基点至6.5646元， 创去年汇改以

来最大单日跌幅，中间价公布后，在、离岸

人民币兑美元早盘双双急跌，盘中跌幅一

度分别逾380点和500点， 截至16：30，在

岸人民币兑美元报6.5939元，较上一日夜

盘收盘价6.5555元大跌380余点； 离岸人

民币兑美元跌幅则明显缩窄至86点，报

6.6871元。

与此同时，昨日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再

现全线下跌一幕：化工品集体走软、大连

塑料跌至逾一周低位、 有色金属延续疲

态、黑色系继续低迷。 而在国际市场上，原

油期货再创新低。 截至1月7日北京时间

19:00，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跌3.35%

至每桶32.92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

合约跌2.88%至每桶33.41美元。

贵金属再次凸显了避险价值。昨日国

际金价涨至每盎司1100美元上方，为过去

九周以来首次。 投资者在全球股市震荡、

担心中国经济和地缘紧张政局升级之际，

将资金投入避险的黄金。

一般而言，人民币贬值抬高了进口商

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同样的商品

需要花更多的钱，特别是那些国内进口依

存度较高的商品， 其由于进口成本的增

加，价格获得支撑效果更加明显。

相关人士介绍， 人民币贬值将直接

和间接对国内大宗商品带来支撑。 直接

方面，我国是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国，大

豆、多数有色金属、原油和铁矿石等大宗

原材料对外依赖度很高。 人民币持续贬

值， 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货物进入

国内后， 导致人民币计价的成本出现上

涨，这些大宗商品的走势将获得支撑。 间

接方面的影响表现为， 人民币贬值将有

利于国内加工、制造等出口行业，激活国

内商品的消费需求， 也能对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形成利多。

方正中期期货外汇研究员季天鹤说，

人民币贬值主要从两个渠道影响大宗商

品。 一是贬值使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更

高， 这会降低中国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

二是人民币贬值引发市场进入低风险偏

好模式，市场抛出大宗商品追求低风险资

产， 上述操作也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

降。短期来看，人民币的波动（在目前的市

场状况下表现为贬值）将从第二个渠道影

响大宗商品价格，而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则

将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从第一个角度影

响大宗商品的价格。 总体而言，人民币贬

值对于大宗商品是利空。

“贬值利多大宗商品， 特别是持续性

贬值将抬高进口成本。 ”还有市场人士分

析，但目前这种现象并不明显：首先，贬值

预期并不强烈，市场对后续会否继续贬值

分歧较大。许多市场人士认为此次贬值的

原因较多，但都未必是人民币真正贬值的

原因。 其次，目前大宗商品处于下跌探底

的过程， 投资者更关注需求等方面的变

动。 特别是最后一个因素，人民币贬值很

难带动大宗商品摆脱熊途。

人民币难现趋势性贬值

相关人士认为，会否对大宗商品市场

真正产生影响，关键在于人民币能否出现

趋势性的贬值。 但从现有情况来分析，人

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变化与美元对其

他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方向和幅度基本

是相符的，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仍保

持基本稳定。 从而对大宗商品带来的利空

影响有限。 而后者走势主要取决于自身基

本面的影响。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2015

年8月11日以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

价一直是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

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市场供求情况

和一篮子货币走势形成的。近日受市场对

美联储3月份再次加息预期的影响， 美元

指数经过短暂调整后再次走强，2016年1

月6日升至美联储首次加息以来的高点，

今年以来升值0.6%。 在此背景下，做市商

参考上日收盘汇率和一篮子货币走势提

供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倾向

贬值方向，使得最终形成的中间价呈现了

一定贬值态势。

然而，当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

有条件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首先，我国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经济结构优化， 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

2015年虽然出口增速有所回落，但出口占

全球市场的份额仍持续提高，前11个月货

物贸易顺差高达5391亿美元。我国并无必

要通过货币竞争性贬值刺激出口来稳增

长。 其次，从外部环境看，各方面关注的美

联储首次加息在长时间的发酵后，市场反

应总体平稳，对2016年美联储继续加息的

预期也较为充分，这说明美联储加息的影

响已在较大程度上被提前消化，下阶段美

元走势受多方因素影响有一定不确定性。

最后，经济基本面仍将对人民币汇率构成

长期支撑。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

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充裕，金融体系保持

稳健，海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

也将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

值的基础，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仍属

强势货币。

大宗商品难言好转

除却投资者因避险而抛售大宗商品

资产这一因素之外，基本面依然是决定商

品走势的主要因素。

以原油为例， 其需求方面依然疲软，

尽管其它国家和地区对原油需求并不算

小，但无法抵补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放缓

给需求带来的负面影响。 原油供大于求状

况无法改变。

而相比煤焦钢等产能严重过剩的品

种，农产品一度被投资者寄予了厚望。 然

而，最新的基金统计数据显示，普跌之下，

农产品也难以扛得住，对冲基金等机构去

年年末开始掀起做空农产品的高潮。

“2015年是一代人时间里大宗商品崩

盘最惨痛的一年。”彭博曾这样评价说。彭

博农业大宗商品指数2015年重挫25%，连

续第五年全年下挫， 持续五年的年度下跌

创造了该指数有记录以来最长连跌记录。

该指数追踪的22项大宗商品之中，2015年

只有棉花全年累计涨3%，并未下跌。

但对冲基金等投资者近来越发看空

农产品 。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最新数据称，截至1月29日的过

去一周，美国交易最活跃的13种农业大宗

商品空仓明显增加，结束了此前持续六个

月的净多仓。 当周净空仓规模为8415手，

在此两周前还有19万手净多仓合约，去年

5月曾达到创纪录的30.4974万手。

避险需求急升 黄金魅力绽放

□本报记者 官平

2016

年以来，仅数个交易日，人民币

显著贬值，受中东紧张局势及朝鲜核试验

等风险事件的支撑，金价快速飙升。 截至

本报记者发稿时，纽约商品交易所

2016

年

2

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主力合约北京时间

7

日报每盎司

1095.4

美元，受其带动，人民

币计价的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

1606

主力合约报收每克

236.6

元，涨幅近

3%

。

东吴期货研究所所长姜兴春表示，人

民币大幅贬值，对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有

提振作用。 对于国际黄金市场来说，由于

人民币短期大幅贬值，加剧了股市波动尤

其下跌风险，短期避险情绪升温加剧黄金

价格上涨；未来一段时间，黄金加速上涨

将是人民币大幅贬值的直接后果。

近日公布的美联储

(FED)12

月会议纪

要中偏向鸽派的措辞，再度提振金价上行。

周四中国股市的表现使得全球市场受到影

响，大宗商品市场成为最大牺牲品。 业内人

士称，人民币急跌让投资者倍感不安，仅三

天的时间人民币汇率就重挫近

2.5%

， 几乎

追平

2015

年

8

月一次性贬值时的跌幅。当时

人民币贬值几乎令全球股市崩跌。

受此影响，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剧烈波

动， 市场对亚洲尤其是中国担忧走软，打

压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但是资金并没有再

次抛弃黄金，避险需求大幅涌入，金价因

此大举走高。

分析师称， 撇开短期经济因素不谈，

中东局势维持了近

10

年的平衡很可能因

为沙特的激进被打破。不排除未来有连续

冲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短期之内避险需

求会得到极大提振。

混沌天成期货研究员孙永刚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近期国际金价在美联储

正式加息之后开始稳步上涨，上涨的速率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以及地缘政治

风险的加剧而增加，其中人民币的贬值对

于国内金价的推升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由

于人民币的贬值，以人民币标价的黄金价

格必然受到推升，并且人民币的贬值也体

现了国际市场对于中国去产能以及经济

转型的担忧， 这同样加大了市场避险情

绪，因此黄金价格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大幅

的上涨。

近期人民币持续贬值，对中国股市和

大宗商品都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宝城期

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勇表示，对于

具备避险属性的黄金而言，可能是一个短

期利好。 从比价来看，人民币贬值会导致

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格上涨，内外比价

扩大。 从另外一层面来看，人民币贬值意

味着黄金进口成本增加，也助推金价短期

上涨。另外，由于股市大幅下跌，以及欧美

市场也急剧动荡，黄金短期可能受益于避

险需求的驱动而获得额外的上涨动能。不

过，随着人民币贬值趋势缓和，市场避险

情况会降温，这时候叠加美元实际利率的

缓慢上升，黄金价格可能自高位回落。 因

此黄金上涨是阶段性避险情绪和比价上

升驱动所致。

成本端拖累 PTA空头窗口打开

进入2016年以来，原处于

企稳状态的原油价格再次回归

跌势，截至1月7日，欧美原油

期货日K线已呈现四连阴状

态。 截至北京时间1月7日17

时， 布伦特原油最低下探至

32.55美元/桶，为2004年4月以

来首次跌破33美元/桶关口。

受此影响， 国内石化期货

品种亦纷纷走弱，其中PTA期

货主力1605合约昨日下跌48

元/吨或1.07%， 收报4424元/

吨。 现货市场成交重心小幅下

移，以套利商为主。

“美国原油进口量减少，

原油库存意外下降， 然而需求

急剧下降， 导致成品油库存骤

然增长。 ” 银河期货纺织事业

部分析师刘倩楠指出。

油价下跌后， 石脑油跟随

下跌，据银河期货数据，石脑油

跟随下跌13.63美元报409美元

CFR日本，PX下跌2美元报763

美元CFR中国。

原料供应方面， 刘倩楠指

出，2016年PX合约谈判已接近

尾声，合约公式多数沿用去年，

但普遍在去年的基础上加价1

美元/吨 （去年主流水平是-2

美元 /吨， 少数工厂能拿到

-2--4美元/吨），市场预期因

调油需求增加，2016年PX供应

略紧于2015年。

此外，1月ACPPX谈判失

败， 逸盛石化和埃克森美孚独

自将1月亚洲合同价敲定在750

美元/吨CFR中国。 未达成最终

的ACP价格，但JX最终放弃报

价退出谈判， 代表了一定意义

上的PX供应商对于1月行情的

“坚挺”态度；以及美孚同逸盛

单方面达成合同价在750美元/

吨CFR亚洲，也“趋势性”地锁

定了1月PTA的成本范围。

开工率方面， 永安期货分

析师匡波表示，近期PTA装置

开工率为70.11%，聚酯开工率

为72.9%， 平衡负荷为64.7%，

江浙织机负荷为54%。 PTA库

存方面，PTA工厂为2-4天左

右，聚酯工厂为3-5天左右。 涤

丝产销回落，平均8-9成，涤丝

价格大部分有100元以内的上

涨个别有很小幅的下滑。

春节期间国内聚酯检修情

况方面， 据卓创资讯统计，

2016年1-2月国内计划检修的

聚酯产能已经800万吨， 略超

于去年同期水平。 预计2016年

1月底， 国内聚酯运行负荷将

下降至63%附近水平。 具体到

主营产品来看， 检修装置主要

以配套生产涤纶长丝、 涤纶短

纤为主，合计占比达90%以上；

聚酯瓶片生产装置涉及较少，

仅恒逸一套25万吨、腾龙一套

22万吨，主要是相关企业已于

10-12月集中检修。

“短期PTA供给仍然是过

剩状态，下游需求也继续转淡，

但春节备货需求将逐渐呈现。

如果原油不出现大的波动，那

么短期PTA涨跌空间都不会

太 大 ， 中 长 期 继 续 关 注

1605-1609两合约间正套机

会。 ” 匡波分析称。

不过，刘倩楠表示，7日持

仓数据显示， 前20名持仓中，

中信、海通加多，永安、银河、东

航、光大减多；银河、通惠、招商

加空，南华、海通减空；日内多

单加仓大于空单加仓， 整体持

仓多头略占优势。 截至7日，仓

单数量在20534张，未变，有效

预报增加至9383张。 聚酯开工

不断调低，PTA供求偏弱，5月

期价升水现货150元/吨附近。

日内若跌破20日均线，做空窗

口打开，上涨趋势破坏，可轻仓

追空。 （王朱莹）

菜粕期货反弹高度有限

昨日， 粕类商品表现不

俗， 豆粕期货主力1605合约

全日上涨1.54%，收报2376元

/吨，菜粕期货主力1605合约

全日上涨 1.07%至 1893元 /

吨。 分析人士认为，自去年11

月下旬以来， 粕类期货企稳

反弹，但反弹力度不大，整体

处于横盘格局之中。 就菜粕

而言， 在水产需求不旺的背

景下，继续受豆粕和DDGS替

代优势的挑战， 预计菜粕期

价仍将在低位运行。

农业部数据显示，1月6日国

产菜籽压榨利润为-232元，环

比涨跌0%， 进口菜籽压榨利润

114.97元/吨，环比涨跌7.47%。

供需方面， 新世纪期货分

析师黄婷指出， 截至1月3日，

国内93家油厂菜籽压榨总量

10.35万吨 ， 较前一周增幅

5.08%，开机率23.3%，较上一

周上升1.13个百分点。 两广油

厂菜粕库存为1.55万吨， 上周

1.92万吨，未执行合同13.95万

吨，上周14.1万吨，福建菜粕库

存为5万吨，上周4.4万吨，未执

行合同7.9万吨，上周6.9万吨。

展望后市，中信期货分析

师王聪颖表示， 粕类现价持

稳，菜粕库存较高、供给充足，

且目前处于水产养殖淡季，菜

粕需求较弱；目前豆粕仍有量

价优势， 对菜粕构成较大压

力，预计菜粕期价维持低位震

荡。 （王朱莹）

期权保险作用

再次彰显

□本报记者 马爽

由于标的50ETF价格大跌，昨日

50ETF期权市场出现1月、2月合约中

空缺实值认购期权、虚值认沽期权及

平值认购和认沽期权情况。 同时，标

的价格的大跌也带动认沽期权合约

价格全线大涨，认购期权合约价格全

线大跌。

在所有合约当中，涨幅最大的合

约为“50ETF沽 2月 2250” ，该合约

收报0.3071元， 涨幅达245.44%；跌

幅 最 大 的 合 约 “50ETF 沽 2 月

2600” ， 该合约收盘报0.0101元，跌

幅达59.11%。

成交方面，由于昨日实际交易时

间仅十余分钟，因此期权成交量十分

有限，全日共计成交44964张，较上一

交易日大幅减少120399张。 其中，认

购 、 认沽期权分别成交 23185张、

21779张。 PC� Ratio� 回升至0.939，

上日为0.617。

持仓方面，期权未平仓总量共计增

加3592张，至471340张。 成交量/持仓

量比值回落至9.5%。

波动率方面，周四期权隐含波动率

整体走高。 50ETF大跌令市场恐慌情

绪明显升温。 其中，“50ETF购1月

2200” 隐含波动率上升至34.45%；1月

平值认沽合约“50ETF沽1月2200” 隐

含波动率上升至38.87%。

对于后市，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

表示，市场大跌后确有修复需求，但难

改弱势格局，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切

莫盲目抄底。 操作策略上，建议熊市垂

直价差策略可继续使用。 此外，近期一

直建议持有50ETF或大量蓝筹股的投

资者通过买入认沽期权方式为自己持

有的现货头寸进行保险。如果已经使用

该保险策略，那么投资者对昨日大盘的

大跌便不需过分担心，期权的保险作用

再次彰显。

业内人士：

大宗商品平台重在“四化”

近年来，2015年大宗商品

交易行业面临严峻形势， 两极

分化严重。 一极是投机引发的

问题，比如兑付危机，引起了监

管层高度重视和公众的高度关

注， 同时加大了对贵金属和原

油等投机严重产品的清理整

顿。 另一极是实体企业不断加

大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的投入，

交易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密

切，工业品电商化势不可挡。

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

心（CDRC）秘书长刘心田表

示， 虽然国内目前已有超过

700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但

实际参与大宗商品线上交易的

企业数量不足8万家， 平均下

来一个一个平台对应的企业寥

寥可数， 实际线上交易规模也

不及线下交易规模的20%。

对此，刘心田表示，大宗商

品平台产业化空间巨大， 传统

制造业企业的 “互联网+” 需

求与大宗商品平台产业化需求

是契合的。 而两者尚未“化学

反应” 原因在于“四化工程”

尚未展开，四化工程即数据化、

平台化、金融化、国际化。

刘心田表示，“四化工程”

带来的结果，短期来看，企业跟

上了“互联网+” 的潮流；中期

来看，企业结构、模式、经营发

生了质变；长期来看，企业平台

实现了共同进化。 产业互联网

的建设非一日之功，“四化工

程” 是其路线图。 可以预期的

是， 如果企业与平台能够协同

开展好“四化工程” ，则传统制

造业企业的“互联网+” 不再

是梦想。（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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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8 58.95 0.23 0.39

商品期货指数

684.58 686.71 690.36 683.38 685.62 1.08 0.16

农产品期货指数

803.52 807.32 810.99 803.08 804.63 2.69 0.33

油脂指数

534.78 536.10 539.39 532.88 535.59 0.51 0.10

粮食指数

1183.88 1195.39 1200.17 1182.65 1185.58 9.82 0.83

软商品指数

785.30 785.02 789.21 780.09 786.21 -1.19 -0.15

工业品期货指数

600.38 600.21 605.13 597.48 601.82 -1.62 -0.27

能化指数

560.50 559.60 563.50 555.34 562.49 -2.89 -0.51

钢铁指数

371.09 371.62 374.95 370.11 372.08 -0.46 -0.12

建材指数

454.03 454.71 456.74 453.04 454.47 0.2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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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56 999.2 988.78 994.76 -0.06 994.68

易盛农基指数

1113.03 1116.56 1110.43 1111.93 0.14 111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