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价长期存在走高基础

□本报实习记者 孙翔峰

在经过9月冲高回落之后，10月芝商所旗

下COMEX铜期货价格不仅重归强势， 更是刷

新了年内高位，虽然之后两次冲高失利，价格有

所回落，但幅度相对不大，依旧处于年内高位。

据统计，截至11月7日，COMEX铜期价下半年

以来累计涨幅超15%。 分析人士表示，近期，铜

市投资情绪较为高涨，多头步步为营，谨慎推动

铜价上涨。

信达期货表示， 近期精铜基本面并未出现

显著变化，铜价在10月中旬创新高后整体维持

高位调整。 未来一段时间，国内供给环比增长，

而需求并未有太大亮点， 短期基本面并不支撑

铜价快速上涨。 不过，中长期来看，受铜精矿供

应增速放缓支撑，整体基本面将逐步改善，铜价

有望保持上涨格局。

东亚期货也表示， 铜价不断走高的基石是

未来供应低速增长格局已形成， 而导致这一格

局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前期全球铜矿资本性投

资连年下滑， 进而导致未来几年仅有少数大型

项目投放。而面对未来需求平稳增长，供需逐渐

走向短缺将极大地支撑铜价。 因此，长期来看，

铜价有走高的基础。

富宝金属分析师则表示，在传统“金九银

十” 需求旺季离去之后，铜市需求再度回暖情

况恐难乐观。此外，国内最新的制造业数据表现

欠佳更是加重了这一忧虑， 后期铜价走势恐怕

要更多寄望于供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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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所10月处理

62起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记者 马爽

记者从上海期货交易所（下称“上期所”）

获悉， 上期所10月份共对6起造成价格异常波动

的交易行为进行排查， 对其中2起涉嫌违规交易

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此外，上期所10月份共处理异常交易行为

62起。 其中，自成交超限22起，频繁报撤单超限

39起，大额报撤单超限1起。 对其中达到交易所

异常交易处理标准的6名客户， 进行了全市场

通告并采取了限制开仓的监管措施。

上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根据有关法规

持续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切实强化风险

防范，加强一线监管，规范期货交易行为，保障

期货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徽商期货举办

“中国原油期货-国际

合作新机遇论坛”

□本报记者 马爽

11月2日，由徽商期货主办的“中国

原油期货-国际合作新机遇论坛” 在香

港举行。 此次论坛邀请了群益期货 （香

港） 董事总经理高政雍、 富邦期货副总

经理刘承志、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产业与

市场部经理洪湘雅、 中石化广州分公司

高级经济师龙琼玲、 徽商期货运营总监

康鑫等嘉宾共同探讨中国原油期货国际

合作新机遇， 参加此次论坛还有来自两

岸三地的期货界同行、 投资公司等40余

家机构。

康鑫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内地期

货市场加快了国际化进程，逐步扩大期货

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内地期货市场在

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上海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即将推出的原油期货合约，是内地

首个面向全球投资者的期货合约，这将是

中国期货市场开放的重要标志。 在未来，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郑州商品

交易所的PTA期货也将引入境外投资者，

这些期货品种的对外开放，将使中国期货

市场和全球期货市场的关系更加紧密，内

地资本市场容量巨大，境内外机构合作的

前景非常广阔。 洪湘雅从上海国际能源中

心的简介、原油期货总体方案、原油期货

进展及市场关注焦点等方面全面介绍了

中国原油期货市场。

座谈会上，嘉宾们针对“原油期货新

机遇” 和“两岸三地市场的互联互通” 展

开深入讨论和交流，并就台湾和香港在全

球市场的互联互通中的优秀经验进行了

介绍分享。 通过此次论坛，进一步提升了

公司在境外期货市场的品牌形象和影响

力，搭建了境外原油客户参与中国期货市

场的桥梁。

南华期货与浙江财经大学

联合启动“大商所期货人

才培育实验班”

□本报记者 马爽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期货

市场在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避风港和稳压器。以服

务实体经济为宗旨， 并着眼于期货行业发展大

局， 大连商品交易所鼓励并支持会员单位积极

开展高校期货人才培育项目。

11月2日， 由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和浙

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联合主办， 大连商品交易

所（以下简称“大商所” ）支持的高校期货人才

培育项目开班仪式在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隆

重举行。来自大商所、南华期货及浙江财经大学

的相关领导及百余名本科及硕士学生参加了开

班启动仪式。

大商所会员部总监纪彤国在致辞中强调本

项目的重要意义，“产业和金融机构配置期货

和期权需求的启动， 我国衍生品市场人才短缺

的瓶颈日益突出。 人才培养既需要高校的理论

训练，也需要结合期货公司的市场实战，我所推

出高校人才培养计划， 就是希望发挥高校和期

货公司在理论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各自优势，未

来为政府部门、 产业和金融机构输送熟悉金融

衍生品市场功能作用和业务运行规律的复合型

高端人才。 ”

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王聪聪表

示，“现今金融市场发展迅速，由于学校固有的

培养模式限制， 与最新市场行情存在一定程度

的脱节” 。 为了提高学习培训质量，南华期货将

邀请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 针对当前企业所需

的紧缺人才以及学生未来发展需求等内容进行

授课，通过期货行业理论知识培训、实践操作仿

真模拟、 提供实习机会等方式开展前置人才培

育，使大学生更好地了解认识期货市场，提高行

业人才综合素质。从而进一步了解、巩固与深化

已经学过的理论和方法， 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

相结合。

交易所、期货公司、高校三方的联系日益紧

密，有助于共同推动科研、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

作。“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种” ，南华期货

人力资源总监孙权强调，本次开班仪式便是点燃

进军期货行业的火苗， 期望与金融学院长久合

作。 校企合作的形式，有助于将最前沿的市场波

动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使人才培养更具专业性和

针对性，对于期货行业人才输送也大有裨益。

随后，“期货人才培育实验班” 首讲正式拉

开序幕，由南华期货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朱斌

主讲衍生品论坛。 朱斌围绕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

展与展望及分析师成长之路两个板块展开，从学

生角度及生活层面切入主题，使学生切身感受到

身边的衍生品市场。 此外，还为学生讲解分析师

和交易员的区别， 呼吁大家要广泛涉猎知识、踏

实进取， 并抓住眼下的期货人才培养实验班机

会，从而充分了解并积极参与实践。 在快速发展

的金融衍生品行业中，能够成为强劲的后备力量

之一，为金融市场发展营造更好的未来。

避险情绪回归 黄金有望迎来突破

□美创鑫裕 杨艺

尽管近期市场重大事件频发， 但上周金价

依然走势模糊，停滞不前。 本周开盘后，受国际

地缘不稳定性影响，黄金价格在1270美元/盎司

位置受到支撑，多头开始抢占失地。 展望本周，

即将公布众多经济数据， 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于11月8日至10日访问中国，或再度引爆金融

行情，投资者需密切关注。

首先，美国方面，上周五美国劳工部公布了

美国10月非农报告。 数据显示，美国10月季调后

非农就业人口增加26.1万人， 刷新去年8月以来

新高；美国10月失业率也录得4.1%，低于预期和

前值的4.2%，刷新2000年年底以来新低。 此次非

农就业人口增幅依然低于预期的增加31万人，投

资者重点关注的10月平均每小时工资年率也仅

为2.4%，刷新2015年6月以来新低，不及预期的

2.7%，前值为2.9%。 10月美国薪资增速表现不及

预期，表明就业市场动能出现了放缓迹象，不过

预计此次非农数据对美联储12月加息的预期影

响不大，据市场分析美联储12月加息25个基点至

1.25%-1.5%区间的概率保持为96.7%不变。非农

数据公布后， 金价一度高涨至1280美元/盎司关

口上方，然而好景不长，空头借一系列数据利空

之机发动反攻最终黄金承压下行。

其次，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美联储

理事杰罗姆·鲍威尔为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就在

美联储主席即将易主之际， 联储另一位重量级成

员杜德利亦传出了即将辞职的消息。 杜德利自

2009年以来领导纽约联储， 任期理应到2019年1

月结束， 杜德利与美联储主席耶伦以及不久前离

职的副主席费希尔共同构成美国货币政策制定的

“铁三角” ，三人的政策立场基本一致，杜德利若

此刻离职，意味着昔日“铁三角”组合均退出历史

舞台，美联储或将迎来新的政策走向。市场分析认

为鲍威尔上任同样将利好美元， 因为即便是鲍威

尔， 也要比耶伦更加鹰派。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12月12日

-13日召开， 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届时会再度加

息，这意味着后续美元可能继续走强。

最后，地缘方面，目前金融市场充斥了诸多

不确定性。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地缘局势有骤然

升温迹象。 此外，特朗普已开启亚洲之旅，短期

内各方在地缘局势、 贸易等问题上的立场将备

受关注。 一旦避险情绪重燃，金价有望扭转此前

跌势，继续向上突破。

综上所述，美创鑫裕分析师认为，随着地缘

风险性的提高， 将催生市场选择具有避险属性

的黄金以避险。 本周对金融市场来说主要的事

件将是特朗普的亚洲访问， 短期内可以关注黄

金支撑位1260美元/盎司，若跌破该支撑，金价

则会在中期内延续下行走势；若受支撑后反弹，

关注上方高点1306美元/盎司处压力。

击鼓传花还是断头铡刀

拐点时刻投行互怼 谁是油市“乌鸦嘴”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周一北京时间00:50-00:52， 短短的三

分钟内，NYMEX最活跃WTI原油主力期货

合约便成交了24541手， 交易合约总价值近

13亿美元。在原油升至60美元/桶附近关键时

刻， 神秘的超级买单引发价格大涨。 截至目

前，WTI突破57美元/桶， 布伦特原油站上64

美元/桶。

分析师认为，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是诱发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此外，石油输出国

组织(OPEC)可能进一步减产的预期，以及美国

原油库存下降等消息也对油价构成支撑。 “眼

下，做空原油需要一些勇气。 ” 一位商品基金经

理说。与此同时，原油投机客净多头寸也攀升到

了历史高位，原油能否站稳60美元/桶并继续拔

下一城呢？ 国际投行们似乎意见很不一致……

国际投行纷纷“变脸”

一条阳线改三观。

面对本周首个交易日原油期货在关键价位

的大涨，即使是“身经百战” 的国际投行，也不

能淡定了。

英国投行巴克莱(Barclays)表示，布伦特原

油价格正在每桶60美元附近震荡，可能会升至

每桶70美元，理由是经济增长改善以及伊拉克

冲突和美国强风暴可能造成石油生产中断。

而就在上周五，说出“基于石油市场基本

面和投资者持仓状况， 油价上涨将是不可持续

的”判断的，也是这家投行。

巴克莱的迅速“变脸” 并不意外。实际上，

每逢原油、黄金走到关键拐点时刻，总有投行

站出来“修正” 或“推翻” 其在之前的论点和

判断。

根据修正后的油价预测， 巴克莱预计第四

季度原油均价每桶60美元， 比上次预测上调6

美元；预计2018年将至每桶55美元，比上次预

测上调3美元。

同样难以淡定的还有摩根大通，该行也上

调了油价预测， 预计2018年布伦特原油和

WTI均价分别为每桶58美元和54.63美元，比

上次预测分别上调了11美元和11.40美元，理

由是欧佩克和非欧佩克进一步减产以及需求

将高于原预期。

此外， 法国巴黎银行也上调了今明两年对

国际油价的预测：该行预测今明年美国WTI原

油均价都为每桶50美元，分别上调了1美元和5

美元； 同时预测今明两年布伦特原油均价每桶

分别为54美元和55美元，分别上调了3美元和7

美元。不过，该银行认为市场基本面将难以支撑

明年油价大幅度上涨。

当然， 也有不为原油涨价所动的投行。 例

如，瑞士宝盛银行分析师罗伯克就表示，将坚持

谨慎观点，认为油价会跌回每桶50美元，由于

季节性需求疲软将给市场紧缺论点带来挑战，

而市场气氛只会从当前过于看涨的状态恶化。

60美元牵动投资者心弦

据统计，今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上涨了约

30%。“眼下，做空原油需要一些勇气。” 上海一

位商品基金经理说，在国际投资市场，原油多头

正来势汹汹。近期，基金在欧美原油期货上的净

多头持仓均大幅增长，WTI原油净多头持仓量

创今年3月以来新高， 而布伦特原油净多头持

仓量达到2011年以来新高。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会员会(CFTC)最新公

布的持仓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当周，对冲

基金在NYMEX原油市场持有的净多仓位为

50.29万手期货和期权合约， 较前一周增加

56122手合约，环比增幅为12.6%，较上年同期

增幅为41.9%。

此外，据洲际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截至10

月31日当周， 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期权持仓量

2931996手，比前一周减少143122手；管理基

金在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期权中持有净多头

530237手，比前周增加23500手。 其中持有多

头增加20247手，空头减少3253手。 管理基金

在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期权中持有的净多头增

加7.31%。

“基金增持原油期货多头头寸，源于减产

协议有较强延期预期以及中东地缘局势持续

紧张。 ” 方正中期期货原油分析师隋晓影表

示，近期，以沙特、俄罗斯为首的主要产油国多

次表态支持延长减产， 同时沙特王室内部肃

贪、伊拉克内部冲突以及美国欲重启对伊朗的

制裁等事件均令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在此背景

下，基金整体看多油价。短期来看，基金持仓的

变化将继续推升油价，但预计地缘事件对原油

市场的影响偏短期，而基金净多头的持续增加

也意味着未来高位减持多头头寸的风险在集

聚，结合油价升至近两年高位来看，油价进一

步上行空间有限。

不仅仅是投资基金，关心油价涨跌的可能

还有国内消费者。 在国际油价涨势的“煽动”

之下，国内成品油市场迎来火爆行情。 短短两

三天时间， 汽柴油价格累计涨幅已达到

200-300元/吨， 甚至部分厂家频繁出现一天

两次甚至三次涨价调整。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高健表示，本轮成

品油计价周期刚刚进入第3个工作日， 对应的

成品油上调幅度已超160元/吨。 假设后期国际

油价维持现有水平，11月16日国内成品油价格

将再度迎来上调，且上调幅度将会超过200元/

吨，甚至不排除刷新年内最大涨幅的可能性。

分析师不看好油价后市

减产和沙特反腐是近期油市投资者紧盯的

两大因素。

本周一(11月6日)，尼日利亚油长表示，支

持将OPEC、 俄罗斯和其他产油国的减产协议

延迟至2018年底，只要其参与可以获得“正确

的条款” 。他还称，“有延长的共识。问题在于持

续时间” 。 本月月底，OPEC将在维也纳召开会

议，讨论是否延长该交易。

该消息传出后，美油、布油双双急升至逾两

年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日内最高涨至64.05美

元/桶，为2015年7月初以来最高；美国原油期

货也冲破57.3美元/桶， 是2015年7月初以来最

高水平。

但更多转向多头的巴克莱并没有认可该

消息并对之进行渲染。该行能源市场研究主管

迈克尔·科恩认为，OPEC本月将同意延长减

产协议的共识是不成熟的。 他说，虽然沙特阿

拉伯准备延长协议，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可能要等到明年3月再对市场进行评

估。该机构因而认为，油价最终走势前景如何，

仍需本月底的OPEC半年度会议再给予进一

步的指引。

对于沙特国王萨勒曼发起的反腐行动可能

对油市带来的影响，广发期货能源组表示，由于

王储穆罕默德此前立场清晰， 主张通过降库存

方式推高国际油价； 本次肃清在一定程度上扫

除了王储未来在相关政策上的障碍，利好油价。

“短期来看， 在延长减产协议的预期下多头情

绪高涨，近期油价涨势迅猛，短期或出现回调，

建议多单离场。 ”

隋晓影分析认为， 近期推升油价的主要因

素是产油国表态支持延长减产协议以及地缘局

势升温， 且本月底OPEC将举行产量政策会议

可能决定是否延长减产协议。 目前来看，对于

延长减产的利好在近期已基本体现，因此不排

除临近会议时出现利多出尽行情。 此外，地缘

问题目前并未给供需面带来实质影响，因此预

计地缘事件影响偏短期。 目前来看，油价在利

多支撑下维持偏强局面， 但11月下旬至年底，

伴随着近期的利多出尽以及美联储在12月份

大概率宣布加息的预期下，油价从当前位置回

落概率较大。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前结 涨跌幅

跨所农产品指数

105.44 106.08 105.84 105.41 0.63%

跨所能化指数

92.86 93.05 92.83 92.22 0.90%

东证大商所农产品指数

102.19 102.84 102.63 102.20 0.63%

东证煤焦矿指数（大商所）

88.25 88.92 88.69 86.10 3.28%

东证能化指数（大商所）

107.71 107.75 107.44 106.89 0.81%

东证工业品指数（大商所）

87.78 88.23 87.99 86.16 2.40%

易盛东证能化指数

81.71 81.99 81.84 81.19 0.99%

易盛东证棉糖指数

91.40 91.75 91.55 91.46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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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17 1122.34 1114.89 1121.78 5.53 1119.1

易盛农基指数

1363.67 1371.21 1362.11 1370.53 6.76 13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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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2 84.59 0.13 0.15

商品期货指数

1004.21 1005.05 1008.19 1000.55 1004.09 0.96 0.10

农产品期货指数

924.53 929.64 930.32 924.23 925.09 4.55 0.49

油脂期货指数

583.41 587.32 588.77 582.60 584.31 3.01 0.51

粮食期货指数

1286.26 1291.27 1293.38 1285.91 1286.35 4.91 0.38

软商品期货指数

900.44 904.48 904.91 898.77 900.34 4.15 0.46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22.55 1021.28 1026.44 1014.65 1022.19 -0.91 -0.09

能化期货指数

706.96 707.34 710.31 702.56 707.04 0.31 0.04

钢铁期货指数

947.07 946.16 956.11 936.01 945.83 0.32 0.03

建材期货指数

933.18 926.65 935.44 921.84 932.78 -6.13 -0.66

甲醇后市需关注进口船货动态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在环保限产扰动供应的背景下， 甲醇期货

连续六个交易日收红。分析人士指出，环保压力

以及大秦线检修导致煤炭供应受限， 煤价走强

提升甲醇成本，带动此轮价格走升。但甲醇新增

产能的释放以及区域套利窗口的打开， 意味着

未来将有更多低端货物对港口形成冲击， 未来

走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成本支撑价格上涨

10月31日以来的6个交易日， 甲醇期货主

力1801合约连续收出六根阳线， 累计上涨

6.97%。 截至昨日，郑醇1801合约收报2840元/

吨，减仓4.64万手至64.7万手，成交量达74.83万

手，属于历史偏高水平。

交易所持仓数据显示， 昨日多空前20席

位双双出现减仓，多头共减仓13481手；空头

减仓13022手。 其中多头前三席位永安期货、

中信期货和华泰期货分别减仓1740手、2843

手和4549手，而空头第一席位永安期货则增

仓2788手，不过空头第二至第六席位均出现

减仓， 尤其第三大空头华泰期货减仓6067

手，幅度最大。

供应面上看，冬季停产、限产大军由京津

冀 6省扩大至 8省 34市。 具体来看， 在这

“2+26” 城市中除了要对钢铁企业实施分类

管理外，按照污染排放绩效水平，2017年9月

底前制定错峰限停产方案。 同时对甲醇等煤

化工行业也要采取停产和限产的措施。 除大

气污染以外，10月国内大秦线开始检修。 据

了解， 大秦线每天中午检修三个小时， 大秦

线日均发运量由正常情况下的124万吨下降

至110万吨。

宝城期货分析师陈栋指出， 由于北方大秦

线铁路检修导致煤炭供应受限， 加之北方冬季

取暖季对于大气污染治理力度更加严厉， 导致

煤炭开采受限，煤价走强将提升甲醇成本，进而

推动甲醇价格上涨。

分析师分歧显现

据方正中期期货数据， 上周沿海地区甲醇

库存窄幅上升至62.96万吨，整体可流通货源上

涨至13.5万吨附近。据不完全统计，甲醇进口船

货到港量预估在14.78万吨。 初步估算，预计沿

海地区11月3日至11月12日抵港的进口船货数

量在17.99万吨-19万吨。

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夏聪聪表示， 受宁波

以及太仓区域解封影响， 宁波和太仓地区多数

化工品进口船货集中排队卸货， 且卸货速度比

较缓慢，因此整体库存上涨幅度不大。 另外，近

期进口船货到港推迟显现明显， 后期多关注进

口船货动态。

需求端看，上周甲醛、二甲醚和醋酸开机率

分别为43.39%（-1.03%）、31.85%（+4.98%）

和82.15%（0%）；烯烃方面，近期联泓有开始

向市场询价备货准备开车， 烯烃对甲醇价格带

来一定的拉动作用。

陈栋认为，国内甲醇供应量受限，行业

开工率回落，下游需求采购则较为旺盛，加

之下游传统消费行业利润不断改善， 开工

率走高有利于对甲醇原料的采购， 预计在

供需面和成本端均正面刺激的背景下，未

来甲醇期货1801合约有望继续走强并试探

上方3000元/吨一线压力，建议投资者采取

多头思路。

不过，夏聪聪指出，受前期封航影响，导致

货源卸港滞缓或到港推迟，甲醇出现区域性紧

张现象。 传统需求近期开工负荷略有提高，烯

烃需求稳定，但市场整体交投情况一般。 甲醇

上方2860元/吨承压，继续走高压力大，预计高

位盘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