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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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03 983.74 976.49 981.01 -1.42 980.16

易盛农基指数

1260.8 1262.4 1252.54 1259.69 -1.86 1257.84

甲醇价格上行格局未变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4月9日，在经历前一交易

日的狂欢之后，化工板块股期

联袂下跌。其中甲醇期货主力

1905合约全日下跌0.88%，最

新收报2491元/吨。3月29日以

来，甲醇期货主力1905合约累

计上涨4.53%。业内人士认为，

国内甲醇装置集中进入春检，

叠加原油重心近期明显上移，

有助于提振甲醇价格。

甲醇港口库存近期自高

位回落。 截至4月4日，国内港

口甲醇库存量在95.93万吨左

右，较3月28日下降2.51万吨，

下降2.55%。

宝城期货分析师陈栋指

出，每年4月，国内甲醇装置集

中进入春检，市场供应趋紧。与

此同时，美国、东南亚等地的装

置也出现检修， 全球甲醇的供

应量将稳步回落。 而甲醇下游

企业的生产利润近期得到修

复，加之消费旺季到来，企业采

购出现较为明显的回暖。 甲醛

生产企业由于下游消费的回

暖， 开工负荷有进一步上升的

可能性，对甲醇的消费将增加。

陈栋表示， 从原油角度来

看，受益于以沙特为首的OPEC

产油国主动减产幅度超预期，加

之美国产量增速放缓，近期原油

市场强势拉升。4月以来，国内外

原油期货价格运行重心明显上

移。 整体来看，二季度全球市场

依然处于供应偏紧的局面，叠加

宏观氛围的改善，原油价格重心

将进一步抬升。 虽然国内甲醇

不以原油作为原料，但以煤制工

艺为主， 而国外也以天然气为

主， 原油价格大幅回升有助于

提升煤炭和天然气价格同步走

高，这将有助于甲醇价格上涨。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4月9日）

A08

■ 责编：王朱莹 电话：

010－63070467 E-mail:zbs@zzb.com.cn

■ 2019年4月10日 星期三

期货/债券

utures·Bonds

F

债市重拾跌势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短暂反弹过后，周二，债券市场重归跌势，国

债期货主力合约全线下跌，10年期国债成交利率

逼近3.3%。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股票市场涨势放

缓， 但近期风险偏好回升反映的基本面逻辑难以

证伪，3月份经济金融数据披露前，债券市场上涨

动力不足，资金面的变数则增添隐忧，预计现阶段

仍以弱势震荡为主。

长债收益率创反弹新高

周一的反弹被证实为“一日游” 。 周二，国债

期货市场上，各品种主力合约全线下跌。 从10年

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1906走势上看， 除了早间

短暂飘红之外， 周二T1906期价多数时候都低于

上一日结算价， 全天呈现震荡下行态势， 收盘报

96.500元，跌0.2%。 此外，5年期期债TF1906合约

收报98.720元，跌0.07%；两年期期债TS1906合约

收报99.965元，跌0.11%。

现券收益率再现明显上行， 长期限无风险债

券收益率纷纷创出今年新高。 银行间市场上，10

年期国开债活跃券190205尾盘成交在3.81%，较

上一日尾盘上行5bp；10年期国债活跃券180027

尾盘成交在3.29%，上行4.5bp。

周二，A股市场呈现窄幅震荡，主要股指涨跌

不一，总体波动不大，行业板块仍多数上涨，市场

交投维持活跃。

两因素或是调整推手

随着A股涨势放缓， 周一债券市场一度出现

反弹。 周二，在A股继续震荡的局面下，债市未能

延续反弹，原因何在？

资金面的边际变化可能是原因之一。 虽然目前

市场资金面总体仍较为平稳，但从上周四下午开始

出现收紧苗头，货币市场利率纷纷从低位反弹。

周二，货币市场利率全线上涨。 银行间市场上，

隔夜回购利率明显上行，DR001加权平均利率大涨

37bp至1.80%， 代表性的DR007也上涨近6bp至

2.39%，DR014上涨14bp至2.42%。上交所质押式国

债回购利率全线上涨。 截至收盘，GC001涨18.5bp

至2%，GC007涨5bp至2.365%。

尽管当前货币市场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连

续上涨反映出的变化引起关注。 考虑到税期、MLF

到期等因素影响，市场对今后一周流动性继续收敛

存在较强预期。 央行将如何应对流动性缺口尚不明

朗，这给市场利率走势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分析人士认为，债券市场持续下跌，关键还在

于市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有变化， 这也是近期金

融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的原因所在。开年以来，经济

运行出现一些积极现象， 宽信用的进展也提振市

场对经济见底的信心。 基本面是决定利率运行趋

势的根本性因素。目前经济企稳预期逐渐增强，通

胀预期也有所抬头， 基本面的变化对债券市场行

情较为不利。

不过，在经济走势不稳、内在动力有待增强的

当下，市场利率也不具备大幅上行空间。 国泰君安

证券研报指出， 债券市场类似上周的跌势不可持

续，投资者不必过度担忧。 但经过暴跌后，市场情绪

将会维持一段时间低迷，考虑到股市行情持续和市

场对于经济乐观预期强化，不排除长端利率进一步

上行，但空间已经不大。 上海证券研报也称，在不利

因素减弱或是证伪前，债市预计仍将以震荡格局为

主，调整压力仍在，建议关注接下来公布的经济金

融数据对市场预期的验证。

■

记者观察

银行补资本如火如荼

宽信用前景柳暗花明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二级资本债、 永续债、可

转债、优先股……商业银行多

头出击，逐渐破解资金供给端

约束，宽信用趋势明朗。 机构

预计，

3

月社融数据或超

2

万

亿，经济企稳的底气将增强。

4

月

9

日，农行

600

亿元二级

资本债券开始发行。这是该行今

年第二次发行二级资本债券。

3

月

中旬，农行刚发行了该行

2019

年

第一期二级资本债， 规模

600

亿

元。 不到

1

个月，农行就将

1200

亿

元二级资本债发行额度全部用

完。而这只是一个开头。

3

月

29

日，

农行公告称，董事会同意发行减

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即“永

续债”， 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

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1200

亿元。

1200

亿元的二级资本债

还没发完，就已经在筹划再发

行

1200

亿元的永续债，农行紧

锣密鼓的安排，成为当下商业

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的缩影。

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在发

行二级资本债、可转债、永续

债和优先股等方面动作频频，

全都指向补充资本这一目标。

据了解，目前商业银行核心一

级资本的补充形式主要有实

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

利润留存、配股、增发、

IPO

、可

转债等；其他一级资本的补充

形式主要有优先股、 永续债；

二级资本补充形式有次级债、

混合资本债及二级资本债等。

4

月

9

日，除农行在发二级

资本债之外，贵阳银行也在这

天发行了

45

亿元的二级资本

债。据统计，截至

4

月

9

日，

2019

年已发行商业银行二级资本

债

2315

亿元，

2018

年同期只

有

308.5

亿元。

拿下永续债首单的中行于

日前宣布，计划再发行

400

亿元

永续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

市银行中已有工行、 农行、中

行、交行、光大、中信、郑州银行

等披露了永续债发行计划，计

划发行总额超过了

3000

亿元。

在近期可转债发行浪潮

中，同样不缺银行的身影。 开

年以来，平安、中信和江苏银

行相继发行了

260

亿元、

400

亿

元和

200

亿元的可转债， 贡献

了同期转债六成以上的供给。

优先股也没有落下。 中行

4

日晚间公告，中国银保监会已同

意该行发行不超过

10

亿股的优

先股，募资额不超过

1000

亿元。

早些时候，北京银行披露了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4

亿股优先股，募

集不超过

400

亿元的计划。

商业银行多头出击、 扎堆

补充资本，既是金融机构资本补

充需求强烈的反映，也是受到金

融政策鼓励的结果。 我国金融

体系以银行为主导，银行货币政

策传导的中枢。 当前形势下，缓

解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可拓宽

其信贷投放的空间，改善宽货币

向宽信用的传导，增强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

不难预期， 随着银行资金

供给端约束减轻，以及对银行的

相关激励机制逐渐完善，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将得到进一步疏通，

宽信用有望取得更多进展。 不

少机构预计，

3

月份新增信贷或

1.2

万亿元，当月社会融资或超

2

万亿元。 信用恢复扩张对经济

企稳运行的正面作用将显现，经

济见底企稳的概率在提升。

客商囤货情绪浓 苹果期价高位震荡

□

本报记者 马爽

1月中旬以来， 苹果期货呈现稳步

攀升，主力1905合约4月9日盘中一度触

及近五个月高点11917元/吨。 分析人士

表示，目前产区库存低于往年、好货销量

好于预期， 对苹果期价不断走高形成支

撑，短期1905合约期价将维持高位宽幅

震荡；远月方面，由于前期产区天气因素

影响不大，且今年大概率属丰产年，后市

期价或仍有下行空间。

期价再创阶段新高

4月9日，苹果期货继续攀升，主力

1905合约最高至11917元/吨，创下2018

年12月11日以来新高， 收报11876元/

吨，涨1.59%。

方正中期期货苹果研究员侯芝芳表

示，近期，苹果期价不断创下阶段新高，主

要是受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一，产区库存低

于往年，2018年大幅减产造成产区库存始

终低于往年；其二，好货销量好于预期，尤

其是受春节因素提振， 多方信息反映春节

期间好货销量好于预期。 在供需面原本有

利的情况下， 叠加时间因素对于好货的支

撑，苹果期价因此呈现出迭创新高的走势。

中信期货提供的数据显示， 库存方

面，截至4月4日，苹果冷库去库存率为

53.77%，而去年同期为51.52%。 从周库

存下降速度来看，上周全国为8.08%，陕

西地区为16.02%，山东地区为4.85%，均

高于前一周。

中信期货研究员表示， 从上述数据

来看， 当前冷库消化进度仍高于去年同

期。 不过，受清明节备货带动，上周冷库

走货速度加快。需求方面，下游市场整体

行情未有改善，依旧维持低迷行情，前期

产区价格上涨，销区价格未能跟随上涨，

商户利润受到压缩， 对未来行情持悲观

态度，后期走货速度或难有明显改善。

产区好果余货不多

从基本面来看，侯芝芳表示，旧果方

面，产区果农货交易近尾声，后期交易以

客商货为主，产区好果余货不多，且当前

水果市场竞争压力不大， 现货价格呈现

偏强走势。 新果方面，即将步入开花期，

天气对于市场的干扰风险增加。

中信期货研究员表示，目前，果农货

基本销售结束，苹果市场以客商货为主，

今年库存水平偏低， 客商囤货赌涨情绪

较浓，短期现货价格下跌概率不大。从仓

单成本看，目前期价仍低于仓单成本，距

离交割月越来越近， 期价有一定回归动

力。但从过往交割情况来看，受下游消费

疲软影响，多头接货意愿较差，将在一定

程度限制期价上行高度。

“整体来看， 预计苹果期价将维持

高位宽幅震荡，关注后期下游走货情况。

远月合约方面，前期产区出现降温天气，

但今年花期推迟，预计影响不大，今年大

概率属丰产年，且交割标准放宽，期价或

仍有下行空间。 ” 上述研究员表示。

侯芝芳则认为， 考虑到当前产区好

果余货不多以及水果市场竞争压力不

大， 对苹果期货1905、1907合约期价仍

有支撑。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果市

场竞争将加剧， 市场对于高价苹果的接

受度或会减弱，1907合约很有可能会出

现1807合约类似的情况，临近交割价格

小幅回落，因此对于1907合约走势维持

先扬后抑的判断。新季苹果方面，由于生

长刚刚开始，天气对于市场的影响增强，

短期对1910合约维持震荡偏强判断。 除

非天气方面出现重大扰动， 期价会延续

强势，否则，随着天气干扰的排除，期价

很有可能由偏强转为偏弱，对1910合约

走势也维持先扬后抑判断。

金价反弹空间恐有限

□

美创鑫裕 杨艺

近期因美国经济数据表

现亮眼缓解了市场对全球经

济的担忧，促使投资者减少美

元避险头寸，美元指数自高位

开始回落，现货黄金则一路走

高并突破1300美元。 本周金

融市场将迎来一系列重要的

美国经济数据，包括美国3月

FOMC政策会议纪要和美联

储主席鲍威尔出席4月10-12

日举行的美国民主党闭门会

议，还需关注英国脱欧以及贸

易局势，预计这些因素将引发

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投资者需

谨慎操作。

上周美国劳工部公布了

美国3月非农报告。报告显示美

国3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

加19.6万人， 预期为增加18万

人，前值2万；美国3月失业率录

得3.8%，与预期和前值相同；美

国3月平均时薪月率为0.1%，3

月平均时薪年率为3.2%， 这次

两个薪资数据意外差于预期，

数据公布后， 美股受其利好因

素影响纷纷高开， 美元得到有

力提振，黄金维持弱势。

本周市场的焦点，无疑是

美国3月份的FOMC政策会

议纪要，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将出席4月10日-12日举行

的美国民主党闭门会议 ，

FOMC会议的纪要将提供有

关美联储改变对经济前景看

法的重要细节，这一系列动态

传递出的信息需投资者多加

留意。 此前美联储3月会议出

人意料的鸽派态度明显提振

股市，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

次将不会加息；不过随着美国

总统特朗普上周继续批评美

联储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受到

了更多的政治压力，如果美联

储迫于特朗普的压力而进一

步放鸽，这将给黄金提供进一

步反攻的良机。 不过，从技术

上看，黄金价格上行仍存在较

强阻力，反弹空间预计有限。

旺季钢材价格仍存上行动能

□

本报记者 马爽

3月底以来，螺纹钢期货节节攀升，

主力1910合约4月9日最高触及近六个

月以来新高3795元/吨，较3月29日低点

3380元/吨累计上涨12.28%；A股钢铁

板块近期亦有不错表现。分析人士表示，

铁矿石价格短期内大涨引发市场做多热

情升温以及需求旺季下游市场成交火

爆， 均对螺纹钢期价形成支撑。 短期来

看，当前市场情绪整体偏向乐观，螺纹钢

期价仍存上行动能。

股期联动攀升

自3月29日创下阶段新低3380元/

吨之后，螺纹钢期货主力1910合约便不

断攀升，4月9日最高至3795元/吨，创下

2018年10月15日以来新高，区间最大涨

幅为12.28%，日线创下“七连阳” 。

国投安信期货钢材分析师何建辉表

示，近期，螺纹钢期货持续走强并不断创

下新高， 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驱动。 一方

面，随着淡水河谷溃坝事故、澳洲飓风引

发的供应收缩预期增强，铁矿石短期内暴

涨，引发市场做多热情升温，钢矿联动性较

强，两者形成共振式上涨。 另一方面，目前

钢材处于需求旺季，下游市场成交火爆，现

货价格稳中有升，市场悲观预期明显好转，

由于此前螺纹钢期货贴水相对过大， 贴水

修复动能较强，期价涨幅也明显大于现货。

库存方面， 据我的钢铁网统计，上

周，螺纹钢社会库存为818.20万吨，环比

下降54.08万吨；钢厂库存为227.94万吨，

环比下降18.61万吨； 热轧卷板社会库存

为234.40万吨，环比下降9.63万吨；钢厂

库存为95.58万吨，环比下降1.30万吨。

不仅如此，近期A股钢铁板块也有不

俗表现。Wind数据显示，申万一级钢铁指

数4月8日盘中一度触及2018年8月10日

以来新高2899.25点，9日出现回调， 截至

当日收盘，该指数本月累计上涨7.63%。

短期乐观情绪占主导地位

从基本面来看，何建辉表示，需求

方面，目前钢材需求处于旺季，从上海线

螺采购量、 全国建材主流贸易商每日成

交量等数据来看， 旺季需求改善力度较

大。 供应方面，高炉开工率逐步回升，由

于采暖季期间高炉限产效果不佳，因此，

从环比角度来看， 供应端带来的冲击并

不算太大。结合供需面来看，目前钢材供

需两旺，需求回升幅度相对大于供给，库

存下降速度较快，现货价格较为坚挺。

川财证券分析师陈雳表示，增值税

税率下调落地、前期抑制的需求得到释

放叠加北方地区下游复工，钢材成交量

继续上涨。 上周前三天全国建材日均成

交量达24.71万吨， 周环比上涨6.34万

吨，其中北方大区日均成交量达4.07万

吨，周环比上涨1.74万吨。对应的上周螺

纹钢表观消费量达到418.2万吨，周环比

上升25.65万吨，亦佐证需求回暖。

何建辉表示，短期来看，市场情绪

较为乐观， 螺纹钢期价受资金因素主导

仍有一定的上冲动能。从中线角度看，目

前钢材需求处于最好的阶段，5月以后

将逐步转淡， 而高炉开工在4-5月期间

将持续回升， 电炉随着利润扩大产量也

在释放。在这样的背景下，现货价格并不

具备持续上涨的基础， 随着市场亢奋情

绪降温以及后期供需边际上走弱， 期现

货价格仍将承压。总的来看，预计后期螺

纹钢期价冲高回落的可能性较大， 整体

仍是宽幅震荡的格局。

原油反弹重建大类资产定价秩序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由于投资者担心供应收紧，原油期货迄

今连续第四个月反弹， 并升至五个月高点。

作为大宗商品龙头品种，油价波动牵一发而

动全身。伴随国际油价近期频频收出阶段新

高，基金经理开始关注起原油价格波动对自

选篮中资产价格的影响。 历史上，每次原油

价格持续大幅反弹， 常常带来有色金属、能

源化工等资产价格的“重新定价” 。

原油反弹提振周边资产

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70美元/桶，美国

原油也站稳63美元/桶。 今年反弹以来，布

伦特原油期货及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分别累

计上涨了27.6%、35.3%。

无独有偶， 几乎与原油期货启动本轮

反弹同步，A股市场也展开了持续的反弹

行情，期间上证综指反弹幅度约29.7%。

A股市场上， 油气相关股票及主题基

金也收获了不同程度涨幅， 但整体跑输了

A股以及国际油价涨幅。 截至发稿，万得统

计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中国石油累计上涨

了约6.9%。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嘉实

原油、 广发石油等原油主题基金均录得上

涨，涨幅分别为24.2%、11%。

值得注意的是， 外盘原糖期货也在原

油持续反弹行情的推动之下不断走高。 文

华财经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国际原糖

期货累计上涨了5.75%。

“原油期价持续反弹带动乙醇价格上

涨， 这令市场开始担心巴西甘蔗将更多流

入乙醇生产环节，而非传统的制糖环节，原

糖需求或大幅改善。此外，加之近期巴西雷

亚尔汇率小幅走强， 也为国际原糖期价带

来一定支撑。 ”业内人士分析。

“作为大宗商品龙头品种之一，当前高

位油价能否持续， 关系着商品乃至股票市

场多个品种、行业的投资前景。 ” 分析人士

指出，原油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其价格涨跌

一方面影响整体工业品走势， 另一方面会

传导至需求终端，间接影响通胀走势，进而

影响到有色金属、黄金、农产品价格走势。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 今年以来

大宗商品、 工业品及农产品板块皆录得上

涨， 其中今年以来工业品指数涨幅8.48%，

农产品板块涨幅1.69%。值得一提的是，4月

份以来农产品板块涨势出现加速。

多头占据绝对优势

从原油持仓结构来看， 资金看多情绪

日益高涨。

据统计，截至上周，布伦特原油期货净

多仓连续4周增长，创下2018年10月中旬以

来新高， 投机多空比8.52:1， 连续第3周提

升，但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美原油期货净

多仓连续7周增长，同样创下2018年10月中

旬以来新高，投机多空比为5.42:1，连续第7

周提升，多空比处于近5年来的中等水平。

“从投机资金结构来看，未来多头仍有

较大施展空间， 油价上方依然有可观的上

行空间。 ” 原油市场资深研究人士高小健

表示， 当前原油市场投机情绪已经形成多

头主导的格局， 看多一边倒的投机资金结

构，极易导致油价走势易涨难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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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显示， 目前布伦特期货多空持仓比例大

约是：多头占52.5%，空头占47.5%。

业内分析认为， 当前无论是OPEC减

产、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制裁对供应端的

支撑， 还是利比亚等地区地缘局势趋于紧

张，都为油价上涨带来有利契机。此外，中国

经济好转预期也对原油需求前景带来提振。

数据显示，3月中国PMI为50.5%， 环比增加

1.3%，好于预期，表明经济正逐步好转。

一个需要警惕的利空因素是， 上周美

国活跃石油钻机数大增15座， 创2018年5

月以来最大增幅。

对此，高小健分析，当前供给端仍然是

驱动油价的关键要素， 减产行动以及与供给

相关的地缘风险，仍将是投资者关注的核心。

“虽然近期数据显示美国原油产量创新高，

石油钻井数激增，但市场并未给予过多关注，

毕竟产量和钻井增加尚未形成连续性。 ”

对于油价持续反弹对周边市场的提

振，卓创资讯研究认为，国际油价上涨将助

推草甘膦行业量价齐升。从量上看，油价上

涨将很有可能导致玉米、 大豆等用于生产

生物燃料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从

而提升草甘膦需求。 从价格上看，IDA法

（两大合成法之一） 草甘膦企业原料成本

由国际油价决定，2008年国际油价站上

100美元，草甘膦价格短期涨幅超过100%，

最高一度涨至10万元/吨。

浙商期货化工研究员汪文林分析，在

油价反弹过程中， 原油的下游产品首先会

受到成本支撑上涨，如沥青、PTA等单一油

制路径产品；其次为多工艺路径的烯烃。 同

时， 在经济走弱状况下各商品基本面存在

差异，也将出现强弱分化，可关注利润支撑

较强、有一定基建预期的沥青。 同时拥有上

游资源的石油炼化类股票会处于率先反弹

的位置，也可以适当关注。

从更宏观范围来看， 业内分析人士指

出， 油价持续反弹对国内来说意味着输入

型通胀压力增加， 货币进一步宽松的预期

弱化，对股市而言是间接的压制。 对大宗商

品来说，意味着成本支撑强化，在需求好转

状况下重心将继续上移。

上涨行情仍具想象空间

“近期板块反弹主要是由于3月份宏观

数据利好以及宏观情绪好转导致市场预期支

撑增强， 且前期盘面走弱也到了阶段性支撑

区域，进而导致板块触底反弹。”中信期货相

关研究指出，从油产业链来看，近期油价延

续强势，继续对沥青、燃料油形成支撑。

该机构认为，就4月份板块品种表现而

言，从驱动角度看，面临压力最大的可能是

PE和MEG，最强仍是沥青和燃料油，而甲

醇、PTA、PP、PVC随着库存去化，4月份有

阶段性反弹可能， 但这些品种的高库存仍

是现状，如果短期需求再出现状况，风险将

被放大，不过下方的成本支撑依然存在。

“随着北半球炼厂检修结束， 原油加工

需求将会逐步抬升。 后市原油市场支撑因素

仍有望继续加强， 这一运行态势与去年三季

度油价最后一波冲高相似。 ”高小健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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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3 85.63 -0.19 -0.23

商品期货指数

1016.36 1015.63 1019.4 1011.59 1015.42 0.21 0.02

农产品期货指数

835.82 835.56 837.18 832.05 836.3 -0.75 -0.09

油脂期货指数

458.94 461.92 462.35 456.79 459.03 2.89 0.63

粮食期货指数

1210.23 1204.2 1212.66 1199.29 1210.26 -6.06 -0.5

软商品期货指数

790.2 791.23 792.26 788.87 790.87 0.35 0.04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98.27 1095.8 1103.27 1091.32 1097.29 -1.5 -0.14

能化期货指数

707.92 703.69 711.48 702.8 708.5 -4.81 -0.68

钢铁期货指数

1283.99 1278.31 1296.01 1271.03 1282.75 -4.45 -0.35

建材期货指数

1073.64 1077.28 1085.3 1072.02 1072.82 4.47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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