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先抑后扬

单日大跌之后， 人民币汇

率重归既有运行趋势。 10日，

人民币在早盘跳水后上演震荡

反弹，最终小幅收高。市场人士

指出， 当前人民币贬值预期维

持在低位，“逆周期系数”调整

不会对汇率市场运行和预期产

生根本性影响， 未来人民币汇

率仍将以区间震荡为主。

10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设在6.5207元，较上一日

下调239基点。 银行间外汇市场

上，人民币对美元即期询价交易

早盘大幅低开在6.5360元，开盘

后进一步下探6.5385元，较前收

盘价跌178基点，但人民币随即

稳住阵脚，逐步收敛跌幅，临近

日前交易收盘时已收回早间全

部失地，16:30收盘价报6.5179

元，较前收盘价升28基点。 夜盘

时段，人民币继续走高，截至北

京时间19时报6.5070元。

此前一日，媒体关于逆周期

因子运转机制调整的报道，引发

人民币市场汇率大幅下跌。申万

宏源等机构认为，这次逆周期因

子运转机制调整体现的是央行

对人民币脱离贬值区间的信心，

并非引导人民币汇率再度贬值。

有机构人士表示，在国内基

本面平稳，实体经济企稳回升，货

币政策基调中性偏紧的背景下，

汇率贬值预期有望维持低位；同

时，欧洲经济的复苏势头强劲于

美国，欧元有望对美元保持强势，

压制了美元指数的走高，人民币

汇率有望维持相对稳定，并呈现

双向波动的特征。（张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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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致债市再现大跌

盘整数日后，债券市场再现

大跌。10日，国债期货跳空低开，

全线大幅收跌，现货市场收益率

上行明显，10年期国开债活跃券

成交到5%，突破前期高点。 市场

人士指出， 此次下跌再次确认，

债市运行趋势未改，增量利空仍

容易造成收益率进一步上行。

1月10日，债券市场再现弱

势“本色” ，早盘现券收益率即

大幅上行，10年期国开债活跃

券170215首笔成交在4.94%，随

后一路上行至4.97%，经过一阵

盘整，午后进一步上行至4.99%，

临近尾盘成交到5%， 全天大幅

上行6.5BP， 并创下该券上市以

来的成交利率新高。 10年期国

债活跃券170025早盘首笔就成

交在3.95%，随后有所回落，尾盘

成交在3.93%，仍较上一日上行

约4BP。

业内认为， 债市收益率再

现快速上行， 或受到三方面因

素影响： 一是近期海外债市表

现不佳，美债收益率连续上行，

影响国内债市情绪； 二是资金

面有收紧迹象； 三是通胀预期

抬头。 虽然新公布的2017年12

月物价数据相对平稳， 但基于

油价上涨、 春节前食品价格走

势等判断，市场对2018年初通

胀压力担忧逐渐加重。

市场人士称， 此前基本面

较少受关注， 因此随着通胀预

期抬头， 成为增量利空。 短期

看，市场弱势格局未改，收益率

仍易上难下， 短期存在继续向

上突破的可能性。（张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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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期货” 新模式精准扶贫在路上

□本报记者 王朱莹

1月9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

“大商所” ）和当地政府支持、推动下，海通

期货“黑龙江桦川大豆‘保险+期货’ 试点

项目理赔仪式” 在国家级贫困县黑龙江省

桦川县举办。 桦川县政府、海通期货、人保

财险上海市分公司、 人保财险桦川县支公

司的有关领导以及参保合作社和农户代表

出席了理赔仪式。 海通期货黑龙江桦川大

豆价格险试点项目令桦川县鹏祥农副产品

专业合作社及430余名农户获赔251万元。

贫困县的现实困境

据了解， 黑龙江桦川县是国家级贫困

县。 2016年起，黑龙江全面调减玉米种植面

积，积极发展大豆生产，受此影响，大豆的

生产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 桦川县大豆种

植户面临着较大市场化价格波动风险，难

以安心生产，迫切需要一份大豆价格保险。

海通期货黑龙江桦川大豆价格险试点项

目是2017年大商所支持的32个“保险+期货”

试点之一，覆盖大豆种植面积7.4万亩，涉及大

豆现货量1.3万吨， 惠及桦川县鹏祥农副产品

专业合作社、桦川县东河乡和梨丰乡的430余

名农户。 项目以黄大豆1号A1801期货合约价

格为保险标的，目标保险价格为3896元/吨，运

行期限为2017年8月15日至12月14日。根据保

险条款， 如果理赔价格低于目标保险价格，参

保合作社将获得差价赔付。 最终，项目理赔价

格为3703.57元/吨，参保合作社及农户平均每

吨获赔192.43元，总计获赔251万元。

为切实保障贫困县农户利益， 真正达

到“精准扶贫” 的目的，一方面，海通期货

与当地县政府共同承担了全部保费支出，

减轻了贫困县农户参保负担。另一方面，海

通期货在期权产品上下足功夫， 创新性地

采取了“分阶段，结算价就低不就高”的设

计，即综合考量成本、市场行情走势等多重

因素， 技术性地将4个月期权运行期限拆

分为前一个月和后三个月两个阶段， 分别

计算各阶段标的期货结算价的算术平均

值， 从中选取最低的阶段平均值作为理赔

价格，有效提高赔付的概率和力度，充分保

障农户的利益。 这一创新可在后续持续复

制推广，继续为广大农户提供保护。

创新模式 服务“三农”

此外，海通期货还特别引入了大豆期

现基差风险管理方案，如结算基差高于约

定基差，对农户有利，则不予赔偿；如结算

基差低于约定基差，对农户不利，则农户将

得到相应的基差补偿额度。 基差部分按照

条款约定的情形，最终未发生赔付。

同时，为更好地推动项目顺利实施，在

大商所的支持下， 海通期货通过实地拜访

沟通、举办“服务‘三农’ 创新模式培训”

等方式，向当地政府、合作社及农户普及期

货知识及“保险+期货” 等服务“三农” 新

模式， 就项目具体事项及落实情况进行充

分沟通，增进其对“保险+期货” 模式的认

识，促进推动农户尝试以“保险+期货” 模

式规避风险、保障收入，助其早日脱贫。

近年来，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推进。 2014年，国家取消了大豆和棉花

的临储政策，2016年取消了玉米临储政策。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调整大豆目标

价格政策” ，将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转为

与玉米相同的“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

制” 。 贫困县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面

对日益加剧的大豆价格波动， 迫切需要价

格保险等为其种地卖粮保驾护航。 在新的

政策环境下，期货公司发挥专长，以“保险+

期货”试点为抓手积极探索保护农民利益、

促进农业生产的有效途径正是期货市场服

务“三农”和实体经济的初心所在。

央行重启逆回购操作

在连停12个工作日之后，

1月10日， 央行重启公开市场

操作，当日开展1200亿元逆回

购交易，等量对冲到期量。市场

人士指出， 随着流动性重归中

性，“削峰” 操作也告一段落。

结合后续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

及税期等因素判断， 预计中旬

央行将加大操作力度， 公开市

场操作将转为“填谷” 。

告别阶段性“削峰”

10日，央行进行600亿元7

天期、6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

操作，当日有1200亿元逆回购

到期， 完全对冲到期量。 这是

2017年12月22日以来，央行首

次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此次央行重启公开市场操

作在上一日已有一定征兆。 9

日，央行连续第12个工作日未

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但当天央

行公告对流动性总量的描述由

此前的 “较高水平” 调整为

“适中水平” 。

业内人士表示， 本轮公开

市场“削峰”操作以对冲上年末

财政库款大额投放为主要目的，

随着央行持续净回笼的累积效

应显现， 流动性已回归中性，公

开市场操作需适时做出调整。

数据显示， 从1月10日到

20日有 5400亿元逆回购和

1825亿元MLF到期，央行流动

性到期相对集中， 月中还面临

税期因素影响， 考虑到流动性

已收敛至中性水平， 若央行不

调整公开市场操作， 流动性将

面临较大的压力。

市场人士表示， 央行此次

重启操作完全符合预期， 鉴于

短期市场资金面尚维持宽松，

因此先以等量对冲到期逆回购

为主， 预计后续将结合流动性

供求变化，灵活调整操作力度，

下周初续作到期MLF是大概

率事件。

接下来是“填谷” 时刻

本月共有2895亿元MLF

将到期，1月13日和24日分别

到期1825亿元、1070亿元，因1

月13日是假日，1825亿元MLF

将在1月15日（下周一）回笼。

市场人士称， 预计央行将

按惯例对到期MLF进行续作，

唯一不确定性在于是一次性续

作还是分次续作。 在2017年大

多数时间里，央行都是采取一次

性续作的做法， 但在2017年12

月，央行进行了两次MLF操作。

即使本月央行沿用上个月

做法，效果差别也不大。 从全月

来看，一次性续作和分次续作投

放的中期流动性总量不会变化；

从月内来看，由于15日已临近本

月缴税高峰期，如果央行选择分

次续作，央行将相应加大逆回购

操作力度， 如果采用一次性续

作，逆回购操作力度可能就小一

些。总之，在本月中旬，央行加大

操作力度是确定的。

考虑到流动性已逐渐收敛

至中性水平，而下周初处于税期

高峰且面临逆回购和MLF到期

影响，预计今后一周央行将逐渐

加大操作力度， 重拾净投放，进

行阶段性“填谷” 。（张勤峰）

1.5万胶农获赔1823万

上期所“保险+期货” 扶贫精准施策

□本报实习记者 孙翔峰

上海期货交易所（下称 “上期所” ）

2017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精准扶贫

试点总结大会1月10日举行。 据了解，该项

目试行以来， 总计实现赔付1823万元，1.5

万余户胶农获赔。上期所党委书记、理事长

姜岩在会上表示，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精准扶贫试点项目实施以来， 切切实实给

贫困胶农提供托底价格的基本保障， 实现

了试点工作的初衷和预期。

我国主要的橡胶种植区域集中在云南

和海南，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

贫困县。 橡胶种植是大部分胶农的主要经

济来源，是当地实现脱贫摘帽的希望所在。

然而天然橡胶现货价格波动比较明显，价

格一跌，农民的收入就大受影响，甚至出现

“弃割” 、“弃管”现象。

“保险+期货”试点项目为广大普通胶

农找到规避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有效途径。

上期所将保险公司、 期货公司聚拢到

一个合作平台上，交易所出资金，保险公司

给胶农出具保单， 期货公司帮助保险公司

对冲风险。橡胶价格高时，胶农可以随行就

市卖个好价钱； 一旦价格下跌触发理赔条

件，胶农又可以得到赔偿。

通过建立这种机制，无论价格涨跌，都

能保障收入，给贫困胶农吃了一颗“定心

丸” ，为产业脱贫提供了保障，比过去单纯

地给钱、给物的方式更能有效发挥“授人

以渔” 的扶贫效果。 上期所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突出精准扶贫，做到精准施策。23个试

点项目集中在海南、云南的14个贫困县，其

中12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受益胶农达2.3万

余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7279户，少数

民族贫困户为1.3万余户，惠及黎族、佤族、

傣族、彝族、苗族等18个少数民族。

2017年，上期所天然橡胶主力合约最

高突破2.4万，最低跌至1.3万以下，参与项

目试点的期货公司根据期货行情， 主动控

制节奏，分批次进行投保，尽量涵盖更多保

险价格，拉长保障周期，提高赔付率。 试点

产生赔付的项目有14个，总计1823万元。

云南省西盟县的胶农代表罗玲表示，

2017年她家参保橡胶面积40亩，获得理赔

7000余元，加上卖干胶所得，橡胶经济收

入达到15000余元， 感谢党和政府的惠农

好政策，感谢上期所金融扶贫的好举措。

姜岩透露，2018年， 上期所将加大对

试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扩大受益人

数和覆盖种植面积， 试点方案让期货公司

有更大空间发挥专业优势， 并支持保险公

司设计更加灵活的保险和理赔方案， 使扶

持资金的效用最大化，胶农的利益最大化，

力争建立可推广、可复制、可持续的机制，

惠及更多胶农，发挥更好扶贫效果。

黑色系“红” 旗还能扛多久

□本报记者 王朱莹

近期，工信部公布产能置换新规，明确

了供给侧结构改革2.0时代的工作方向。 市

场本已认为黑色系在去产能任务基本完成

的背景下将迎来顶部。产能新规出台后，市

场认为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2016-2017年

钢铁去产能政策取得的成效， 供应面将总

体呈现收缩态势，市场情绪随之得到提振。

分析人士认为， 短期叠加冬储和补库需求

拉动，黑色系再度引领商品反弹，但“黑色

系”还能“红”多久，则取决于需求面。

众口齐说产能置换

近日，工信部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

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只有同时满足

“1个必须+6个不得” 的产能才可以置换，

同时进一步加严了置换比例要求。 此外，

退出转炉建设电炉可实施等量置换，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退出转炉时须一并退出配套

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

国投安信期货研究院黑色首席分析师

曹颖表示，钢铁产能置换的文件重点在于

三点：一是环境敏感区域需要钢铁置换比

例不得低于1.25:1， 其他地域也是减量置

换；二是高炉置换电炉可以等量置换，但需

要一并拆除高炉配套的其他设备；三是明

确按照炉容规定了产能，不再对普钢和特

钢设置不同置换比例，回归统一。“一是决

不允许钢铁产能的净增长，只允许存量调

结构；二是鼓励高炉转电炉；三是不允许转

特钢却实际产普钢。 ”

“从工信部最新修订的《钢铁行业产

能置换实施办法》来看，中期钢铁供给的

增量约束依然十分严格。 ” 中金公司分析

师马凯表示，自2016年以来，随着去产能

政策的强力推进， 钢铁行业已经累计出清

产2.35� 亿吨， 其中包括2016年的6500万

吨、2017年的5000万吨以及1.2亿吨的地

条钢产能。一方面去产能措施会继续执行，

另一方面已有的存量产能将严格按照减量

置换的原则执行，严禁新增产能。

在置换新规公布后不久， 黑色系品种

便快速反弹。 “工信部出台钢铁行业产能

置换实施办法后，螺纹钢尾盘拉升，市场对

过度悲观情绪进行修正， 认为螺纹钢长期

多头的基本面逻辑仍存在。 ” 华泰期货分

析师尉俊毅表示。

中信期货研究部黑色建材组则认为，

新规对于近期价格而言影响较小。 近期钢

材价格和矿石价格均依赖冬储和补库需求

拉动。

曹颖表示， 新规对于钢铁行业的影响

是长远的，产能分布的地域上、高炉转电炉

上都有明确的引导。 但2018年要置换投产

的产能不少已经审批完成，短期影响不大。

不过，中信期货也认为，新规进一步强

化和巩固了2016-2017年钢铁去产能政策

取得的成效。对于钢材价格来说，新规增加了

置换产能的难度，而换算标准的调降，又降低

了潜在置换产能的数量。因此，对于市场此前

预估的2018年供给侧改革放松， 有一定修

正。 对于2018年全年的钢价和钢厂利润，均

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撑。 在钢厂利润有保障的

前提下，原料端的品种，也就难以单独下跌。

冬储行情悄然而至

“产能置换新规其实可以有多空两方

面的解读。 多头认为，新规中对产能置换

原则的确认，特别是减量置换要求范围扩

大，彰显了决策层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决心，

钢铁供应端还会受到严格限制，从而对成

材价格构成支撑；而空头认为，新规并未回

溯至此前已发布公告的产能置换方案，而

2018年新增的供应量大多已在新规发布

前公布了产能置换方案，故此新规并未影

响到这部分置换产能，并且新规对电弧炉

产能持鼓励态度，特别是对特钢产能和普

钢产能适用同一标准，这可能导致电炉产

能新增量超出预期。 ” 西南期货分析师夏

学钊表示。

去年12月上旬以来， 螺纹钢期货便进

入调整态势，现货价格更是连续下跌。铁矿

石、焦煤焦炭等期货品种则表现相对强劲。

夏学钊指出，根据调研，现货价格经过

一轮跌幅超过1000元/吨的下跌后， 已经

接近部分贸易商的冬储心理价位，故而近

日现货价格出现止跌企稳的迹象。

曹颖认为，当前期货盘面的交易逻辑

主要在于迅速走弱的淡季需求下，极度悲

观的成材是否存在冬储支撑，以及春节及

复产预期下的原材料是否仍存补库诉求。

但是归根结底，原材料的补库性上涨行情

也需要一定炼钢利润的支持，这也就意味

着需要钢价止跌的配合。

需求取代供给成焦点

“当前时点一直到春节前， 黑色系行

情的主线还是需求端的变化， 主要关注两

方面：一是季节性需求萎缩力度，这一点主

要参照钢材库存的积累速度， 当前钢材库

存累积速度在上升， 表明需求端在持续萎

缩，对钢价构成利空；二是贸易商冬储何时

启动， 贸易商囤货的行为会对价格构成支

撑。 ”夏学钊说。

市场对于2018年钢铁的需求存在较

大的分歧。 中金公司认为下游行业有望超

出预期。 据中金公司预测，2018年中国实

际GDP增速上调至7%，房地产投资和新开

工有望双双加速， 而基建投资仍将保持韧

性。 此外，伴随着特朗普减税法案的施行，

中国的外需增长也将加强。

“2017年四季度全国钢材市场处于弱

平衡。 往前看， 维持年度展望中的观点不

变。 2018年一季度约有500万吨的微幅过

剩，而受到取暖季限产的影响，社会库存的

积累可能会低于往年。 当二季度需求旺季

到来之时， 钢材市场将呈现出紧缺的局

面。 ”马凯认为。

中投证券分析师单豪杰指出，2018年

钢铁行业将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供给总

体呈现收缩态势， 同时 “新政治经济周

期” 启动， 钢铁下游的需求总体保持稳

定。虽然近两周由于淡季和钢贸商进货意

愿偏弱等问题，钢价保持回调态势，但根

据往年经验春节后的开工旺季补库存及

需求均将增强， 钢价呈现上扬的走势。

2018年继续受益于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

革，煤炭价格将继续保持平稳，经过近四

个月的调整，目前行业估值较低，投资机

会正逐步显现。

郑商所发布2017年自律管理工作报告

推进产品与业务创新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

□本报记者 王朱莹

1月10日，郑商所公布了《郑州商品交

易所2017年自律管理工作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郑商

所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精神，认真落实依法全面从严监管要求，

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目标， 推进产

品与业务创新，做精做细做实现有品种，切

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 防范和化解市场风

险，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

推进创新 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017年郑商所一是稳步推进产品创

新，拓展服务实体经济的领域。郑商所围绕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和国家发展战

略，研发上市白糖期权、棉纱期货、苹果期

货，进一步拓展服务实体经济的领域。制定

并完善白糖期权交易管理等规则制度，促

进期权市场平稳起步和健康发展。

二是修订完善业务规则，做精做细做实

现有品种，郑商所修订完善了风险控制管理

办法、结算细则、交割细则等业务规则。

三是优化套保审核机制， 便利产业客

户套保。 郑商所完善套保审核委员会工作

机制及工作流程，提高套保审批的规范化、

透明度，方便产业客户套期保值。 2017年，

郑商所共受理245个客户的1009份套保申

请，申请量1401万手，审批量955万手。

四是推进技术系统建设， 保障系统安

全运行。 2017年，郑商所优化五期交易系

统，推进六期交易系统、新一代结算平台等

技术系统开发建设， 及时处置各种网络安

全威胁，做好技术系统安全运行保障。

加强市场监管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郑商所一是加强市场监管， 完善纪律

处分委员会工作机制， 严格依据规则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

2017年，郑商所共处理异常交易及违规交

易线索386起， 向证监会稽查局移送涉嫌

违法违规行为线索2起， 处理违规交易案

件66起， 对涉案的83个自然人客户、17个

法人客户给予警告、暂停开仓等纪律处分。

发布实施听证规则， 首次举行纪律处分听

证会。 2017年，共认定实际控制关系账户

207组，涉及644个客户，其中经询问调查

认定实际控制关系账户61组238个客户。

二是强化交割仓库管理， 创新交割仓

库管理机制。郑商所通过集中检查、日常巡

查、重点抽查、会员单位协助交易所检查和

远程视频监控等形式加强对交割仓库和交

割商品的日常监管，确保交割商品安全，防

范和化解交割风险。 全年组织仓库现场检

查共计227次， 率先实施标准仓单统一保

险，增加仓单安全风险管理手段。

三是加强现场检查， 促进会员合规运

作。 郑商所制定发布了《郑州商品交易所

会员检查工作办法（试行）》，完善对会员

合规运作的监督管理。

四是加强监管协作， 提升监管效力。

2017年，郑商所与全国36家证监局签署期货

监管协作备忘录，在违法违规案件调查、期货

公司现场检查、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期货市场

培育等方面进行合作，实现自律监管与行政

监管的有效衔接，提升监管合力和监管效率。

防范风险 保障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郑商所通过加强风险分析、 会商工作

机制，及时分析市场运行情况，研判潜在

风险隐患，研究风险防范和处置措施。 针

对部分品种出现的阶段性风险隐患，密

切关注政策信息及影响， 跟踪期现货市

场动态，采取加强实时监控、调查实际控

制关系、调整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涨跌

停板幅度、开展风险警示谈话等措施，有

效化解市场风险隐患， 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

加强市场培育 推进投资者教育工作

郑商所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市场培

育，积极推进投资者教育工作。 全年共

举办 “三业活动” 504场， 参与人数约

2.9万人次； 共组织视频讲座100场，累

计培训人数约1.6万人次； 举办会员中

层业务人员培训班11场，累计培训会员

高管、 中层及业务骨干人数2000余人

次。 持续开展“点”“面” 基地建设，新

建点基地18家。 举办 “明规则， 识风

险” 系列投资者教育活动，解析违规案

例，定期披露每月异常交易情况，引导

投资者合规交易。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前结 涨跌幅

跨所农产品指数

103.64 103.74 103.74 103.72 0.02%

跨所能化指数

99.39 99.64 99.57 99.36 0.29%

东证大商所农产品指数

100.72 100.82 100.82 100.80 0.02%

东证煤焦矿指数（大商所）

101.37 100.20 100.51 101.15 -0.94%

东证能化指数（大商所）

111.37 112.19 112.26 111.34 0.76%

东证工业品指数（大商所）

96.80 96.43 96.66 96.63 -0.21%

易盛东证能化指数

89.79 89.73 89.58 89.75 -0.03%

易盛东证棉糖指数

88.66 88.77 88.68 88.59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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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33 1091.03 1087.97 1090.1 0.88 1089.49

易盛农基指数

1324.76 1324.76 1313.99 1318.43 0.46 1323.57

指数名 今开盘 今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昨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89.03 88.93 0.1 0.12

商品期货指数

1016.05 1015.3 1018.26 1012.65 1016.81 -1.52 -0.15

农产品期货指数

906.83 907.67 909.38 906.33 908.37 -0.7 -0.08

油脂期货指数

539.93 541.08 543.89 539.37 542.15 -1.07 -0.2

粮食期货指数

1313.03 1316.14 1317.53 1310.35 1312.77 3.37 0.26

软商品期货指数

879.26 880.46 880.81 877.89 879.09 1.37 0.16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56.24 1055.25 1059.83 1050.81 1056.56 -1.31 -0.12

能化期货指数

737.49 738.63 743.62 733.35 736.95 1.68 0.23

钢铁期货指数

1029.63 1027.35 1033.99 1018.05 1029.66 -2.31 -0.22

建材期货指数

942.56 947.45 951.39 937.35 943.2 4.25 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