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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季花生“受宠” 短期价格偏强

本报记者 马爽

秋风送爽，大地涂金，新季花生正在陆续上市。 此时，种植户

不仅收获了丰收的喜悦， 也分享到了新季花生价格高开的 “红

利” 。从已上市的部分地区来看，今年新花生市场开秤价格同比普

遍有所上涨，且较去年同期高出30%左右。

分析人士表示，2018年季花生价格大幅攀升， 且总体存量较

低，使得2019年季新花生价格高开。目前来看，因产区新花生上市

量整体较有限，在备货需求下，价格短期仍有小幅走高的可能。 随

着9月份新季花生集中上市，在供应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不排除价

格出现回调风险。 由于花生油在食用油市场份额方面占比较小，

因此价格波动对其他油脂价格影响较有限。

开秤价同比猛涨三成

8月，正是早花生成熟、陆续上市的季节。 然而，今年新产花生

开秤价格不跌反涨。

本月上旬开始，国内产区新花生陆续零星上市，主要集中在

江西樟树、高安、鹰潭局部，湖北钟祥等地，河南驻马店及南阳局

部。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从多地新花生上市开秤价格对比来看，8

月10日-14日新的白沙通货价格显著高开， 普遍较去年同期走高

30%左右。 其中河南南阳新野地区报10700元/吨，较2018年同期

上涨38.96%；南阳皇路店地区报11200元/吨，同比涨36.59%；南

阳石桥地区报价11000元/吨， 涨35.8%； 江西樟树临江地区报

10700元/吨， 同比涨33.75%； 河南驻马店汝南地区报10800元/

吨，涨33.33%。

“今年新季花生价格开秤价显著走高，一方面因2018年季花

生价格大幅攀升， 因此今年新花生价格有基数支撑； 另一方面，

2018年季花生总体存量低，余货已不多，市场经过一个多月的库

存消耗，有一定需求支撑，因此2019年季新花生价格高开，突破了

部分贸易商前期的心理价位。 ” 卓创资讯农产品分析师严琳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宝城期货高级研究员毕慧认为，“今年新产花生价格普遍高

开，主要受到部分地区旱情对产量造成影响的推动。 ”

从种植面积来看，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各地花生种植面积互

有增减，总面积较2018年基本持平，初步预计今年全国花生种植

面积略低于7000万亩，产量预计在1700万吨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自上周产区新季花生开秤价高开之后，由于

河南地区天气有利于晾晒，叠加新花生上市量增加，自上周末以

来价格出现了一波回调，目前河南驻马店地区白沙通货4.55元-4.

60元/斤，较开秤收购价5.40元/斤下滑约0.8-0.95元/斤。

涨价有理

今年上半年花生市场已出现过两波较明显的上涨行情，分别

在3月份和4月份。 严琳介绍，上半年第一次涨价出现在3月份，当

时涨势较迅猛，主要因为2017年花生价格维持低位，影响了2018

年种植户播种的积极性，导致2018年产量下滑8%左右，也奠定了

去年供应减少的基础。 同时，由于农户春节前上货积极，春节后基

层余货量处于相对低位水平，加剧了市场对供应趋紧的担忧。 另

外，3月国内主力油厂入市采购原料，批发市场在春节后也存在一

定备货需求，供需基本面出现的明显利好助长部分持货商的挺价

信心。

据悉，3月那波花生价格最大涨幅一度达到0.8元/斤左右。 此

后经过短暂回调之后，花生价格再度走升。

严琳表示，第二轮上涨始于4月中旬，此前虽然花生价格经历

了一波窄幅回调，但基层货源短缺仍支撑部分有货中间商的操作

积极性， 油厂在收购意愿暂未达成的状况下出现一定抬价现象。

双向利好之下产地价格再度明显上行。

“经过上半年两轮大涨后， 河南驻马店地区白沙花生价格一

度由3月中旬的8000元/吨升至9500元/吨， 明显抬高了上半年花

生均价，这也是今年新季花生价格开秤价走高的原因。 ” 严琳表

示。

从近期市场贸易情况来看，据上述分析师介绍，近期花生市

场有少量采购需求，出货量尚可，消耗了部分库存，目前陈货货源

不多，在市场寻货积极性走高的情况下，价格维持高位。 此时，由

于新花生暂时上量仍不大，市场供应略偏紧。 此外，由于目前新花

生水份较高，抑制了部分贸易商采购积极性。 其他产区如东北、山

东、河北等地贸易商有调货意愿，等待水份好转和上量增加，预计

8月下旬开始，贸易商调货量将增加。

对其他油脂价格影响有限

展望后市，毕慧认为，目前多数陈花生已经退市，而河南局部

新季白沙花生上货量尚可，导致本周新花生价格变动较大。 近期

由于天气情况相对平顺，预计下周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另一大花

生品种———大花生的上市量可能陆续扩大。 不过，近期内贸需求

表现良好，交易活跃度较理想，不排除下周或有中秋备货契机的

出现，这也有望为市场需求提供支撑，同时也将决定新花生上市

的压力能否被消化。 预计短期花生价格仍将以偏强运行为主，后

期的上市压力能否被消化决定花生价格是否会出现高位回落。

严琳认为，目前虽然新花生上市量陆续增加，但因初期供应

量依然有限，在市场少量备货的情况下，白沙花生价格或有小幅

走高的可能。 随着9月新季花生集中上市，在供应显著增加的情况

下，不排除价格再次出现回调的可能。 大花生目前处于上市初期，

水份偏大，质量暂时不稳定，价格仍有小幅下滑空间。

在世界油料市场中， 花生是第五大油料品种， 居于大豆、菜

籽、葵花籽、棉籽之后。 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显示，2018年全

球油料产量为619.88百万吨，其中花生产量为41.95百万吨。 目前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花生消费国，花生国内消费量占全球国内消费

量的比重为38.64%，远远高于第二大消费国印度的占比10.27%。

作为五大油料品种之一的花生，其价格走势又对会其他油脂

影响几何？

“以近期油脂市场表现来看，8月以来花生油价格持续稳定在

较高位置，由于目前花生油的食用比例占国内食用植物油的8%，

相对于豆油、菜籽油、棕榈油来说，终端需求较少，因此花生油价

格波动对国内整个植物油价格波动影较小。 ”美尔雅期货油脂分

析师姜振飞表示。

姜振飞表示，三大植物油（豆油、菜籽油、棕榈油）价格波动

将会直接影响到花生油的价格。 此前因进口菜籽禁止入关以及进

口大豆成本较高，油厂开机率维持低位，使得植物油产出较少，叠

加目前处于双节备货期，油脂市场整体需求强劲，三大植物油价

格快速走强也提振了国内整个油脂市场表现，因此短期内花生油

价格支撑较强。 此外，目前花生油厂开机率处于较低水平，花生油

产出量也较少，促使油厂挺价，预计短期内花生油价格仍将维持

高位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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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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65 928.23 916.14 928.06 11.61 923.03

易盛农基指数 1200.44 1211.04 1199.99 1210.84 9.63 12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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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8 85.18 0.7 0.82

商品期货指数 1026.17 1031.24 1031.91 1023.96 1025.82 5.42 0.53

农产品期货指数 862.08 869.54 869.62 861.88 860.42 9.11 1.06

油脂期货指数 475.89 480.25 481.4 475.89 474.01 6.23 1.31

粮食期货指数 1197.93 1197.75 1200.64 1193.88 1196.73 1.02 0.09

软商品期货指数 769.91 776.82 776.91 768.76 768.91 7.91 1.03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73.96 1076.01 1077.75 1066.94 1074.52 1.49 0.14

能化期货指数 630.14 626.68 632.01 623.18 629.64 -2.96 -0.47

钢铁期货指数 1296.09 1308.17 1312.45 1283.89 1298.15 10.01 0.77

建材期货指数 1078.69 1083.7 1084.88 1072.74 1080.28 3.42 0.32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8月22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8月22日）

新一代外汇交易平台CFETS� FX2017

26日推出外币对期权交易

□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2日发布关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外币对期权交

易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进一步发展银行间外币对市场，满足市场外汇风险管

理需求，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将于2019年8月26日在新一

代外汇交易平台CFETS� FX2017推出外币对期权交易。

在交易品种方面，通知明确，初期推出欧元对美元（EUR/USD）、美元对

日元（USD/JPY）、英镑对美元（GBP/USD）、澳元对美元（AUD/USD）和美

元对港元（USD/HKD）五个货币对的普通欧式期权交易；支持看涨期权价差

组合（Call� Spread）、看跌期权价差组合（Put� Spread）、风险逆转期权组合

（Risk� Reversal）、跨式期权组合（Straddle）、异价跨式期权组合（Stran-

gle）、蝶式期权组合（Butterfly）和自定义期权组合（Custom� Strategy）等

期权组合。

从市场参与者看， 一是具备银行间外汇市场外币对衍生品会员资格的机

构可向交易中心申请开通外币对期权报价和交易权限， 其中兼具外币对衍生

品会员资格及人民币外汇期权会员资格的机构可自动获得外币对期权报价和

交易权限。

二是其他具备外币买卖及衍生品资格的机构可向交易中心申请成为银行

间外币对衍生品会员，并开通外币对期权报价和交易权限。

三是外币对期权参与机构均可参与双边报价与交易， 未来可根据市场情

况适时推出外币对期权报价行或做市商制度。

在交易、交易后和清算方面，一是初期采用双边询价、双边清算、全额交割

方式。二是支持通过外汇即时通讯工具iDeal� FX协商交易要素并直连交易系

统。 三是外币对期权参与机构可向交易中心申请交易后处理服务平台的外币

对期权确认服务，相关安排沿用现有交易确认规则。

此外，交易时间方面，通知明确，与交易中心外币对市场交易时间一致，即

北京时间7:00-23:30。在收费安排上，沿用现有外币对衍生品收费标准，即收

取交易双方交易金额的十万分之零点五，按当日中间价折人民币计收，按季度

收取。

2019中国煤焦产业大会召开

煤焦期货助力产业链企业避险

□

本报记者 薛瑾

8月22日，由大连商品交易所（下称“大商所”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

国炼焦行业协会联合主办，钢之家网站承办的“2019中国煤焦产业大会” 在

深圳举行。 本次大会以“凝心聚力，融合发展” 为主题，聚焦煤焦产业发展改

革与风险管理，旨在推动期货市场切实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产业与资本融合

发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焦煤、 焦炭期货经过多年发展已渐趋成

熟，相关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场外期权、基差贸易等新模式新工具来管理风险。

同时，大商所也在不断丰富、优化衍生工具的基础上，还将不断创新、拓展衍生

工具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深度服务煤焦产业发展。

产业链避险工具不断升级

大商所总经理王凤海在大会致辞中表示， 近年来影响焦煤焦炭价格运行

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焦煤、焦炭现货价格波动加大，企业稳定经

营面临巨大挑战，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的需求不断增强。

煤焦钢产业是大商所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之一。 为服务煤焦企业避

险，大商所在2011年就推出了焦炭期货，之后又在2013年推出了焦煤期货和

铁矿石期货，为上下游的产业企业提供了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形成较完整的

炼铁原料避险链条。 据产业拓展部副总监李华介绍，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大商

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期货市场。

经过多年运转，上述品种也渐趋成熟。 王凤海介绍，焦煤焦炭期货市场流

动性较充足，参与者结构不断优化。 今年1至7月份，大商所焦煤焦炭期货实现

成交量4927万手、成交额8.3万亿元、日均持仓31万手，单位客户持仓占比达到

37%、较去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单位客户数量达到6400家。 在今年上半年

全球能源期货成交量排名中，大商所焦炭、焦煤期货分列第9和第17位。

大商所资深专家陈伟表示，今年以来焦煤、焦炭期货市场交投活跃，法人

客户持仓占比较去年同期再上新台阶，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主力交割地逐渐

随着现货贸易流向变化而转移。

在服务产业企业个性化风险管理需求方面， 大商所还推出了商品互换业

务，已经开展了27笔业务，累计成交名义本金近3亿元。 该所基于焦煤焦炭期

货开发了8只商品指数，为产业企业、机构客户提供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和资产

配置服务。

产品跟上创新

在培育出市场之后，大商所也在根据现货市场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焦煤期

货合约质量标准，进一步改善期货价格代表性，持续优化合约规则制度，提升

市场运行质量以及产业企业的避险效率。

王凤海表示，下一步大商所将继续扎实做好一线监管，加快推进焦煤、焦

炭滚动交割制度落地，研究调整焦炭合约质量标准，持续提升市场运行质量，

不断巩固多元开放发展成果。 同时，加快推进废钢、气煤期货和铁矿石、焦煤、

焦炭期权上市， 进一步丰富避险产品和工具体系， 不断充实多元开放市场内

涵。 此外，深化场外市场建设，上线基差交易平台，深入实施企业风险管理计

划，推广商品互换、商品指数、基差贸易应用，推动大商所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

管理功能更好融入产业体系，不断提升期货价格影响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对于市场较关注的滚动交割制度，陈伟表示，大商所将研究推出焦煤、焦炭品

种的滚动交割制度，以促进仓单流转、扩充交割货源，并根据贸易流向适时调

整焦炭交割地点。这种滚动交割模式，即在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

的前一交易日期间， 由持有标准仓单和交割月单向卖持仓的卖方客户主动提

出，并由交易所组织匹配双方在规定时间完成交割。

“对于实体经济来说，上市的期货品种越多样，服务产业的领域越广泛。

产业链的品种越丰富，产业企业风险管理的效率越高。 ” 李华还提到，大商所

今后将继续加强新工具和新品种的研发，以拓展服务实体经济的领域。大商所

还将与期货公司、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加强合作，通过多种渠道和模式服务

实体经济，为企业提供综合性的风险管理服务。

开秤价同比猛涨三成

8月，正是早花生成熟、陆续上市的季节。 然而，今

年新产花生开秤价格不跌反涨。

本月上旬开始，国内产区新花生陆续零星上市，主

要集中在江西樟树、高安、鹰潭局部，湖北钟祥等地，河

南驻马店及南阳局部。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 从多地新花生上市开秤价格

对比来看，8月10日-14日新的白沙通货价格显著高

开，普遍较去年同期走高30%左右。其中河南南阳新野

地区报10700元/吨，较2018年同期上涨38.96%；南阳

皇路店地区报11200元/吨，同比涨36.59%；南阳石桥

地区报价11000元/吨，涨35.8%；江西樟树临江地区报

10700元/吨，同比涨33.75%；河南驻马店汝南地区报

10800元/吨，涨33.33%。

“今年新季花生价格开秤价显著走高，一方面，因

2018年季花生价格大幅攀升，因此今年新花生价格有

基数支撑；另一方面，2018年季花生总体存量低，余货

已不多，市场经过一个多月的库存消耗，有一定需求支

撑，因此2019年季新花生价格高开，突破了部分贸易

商前期的心理价位。 ” 卓创资讯农产品分析师严琳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宝城期货高级研究员毕慧认为，“今年新产花生

价格普遍高开， 主要受到部分地区旱情对产量造成影

响的推动。 ”

从种植面积来看，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各地花生种

植面积互有增减，总面积较2018年基本持平，初步预

计今年全国花生种植面积略低于7000万亩，产量预计

在1700万吨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 自上周产区新季花生开秤价高开

之后，由于河南地区天气有利于晾晒，叠加新花生上市

量增加，自上周末以来价格出现了一波回调，目前河南

驻马店地区白沙通货4.55元-4.60元/斤， 较开秤收购

价5.40元/斤下滑约0.8-0.95元/斤。

涨价有理

今年上半年花生市场已出现过两波较明显的上涨

行情，分别在3月份和4月份。 严琳介绍，上半年第一次

涨价出现在3月份，当时涨势较迅猛，主要因为2017年

花生价格维持低位，影响了2018年种植户播种的积极

性，导致2018年产量下滑8%左右，也奠定了去年供应

减少的基础。 同时，由于农户春节前上货积极，春节后

基层余货量处于相对低位水平， 加剧了市场对供应趋

紧的担忧。 另外，3月国内主力油厂入市采购原料，批

发市场在春节后也存在一定备货需求， 供需基本面出

现的明显利好助长部分持货商的挺价信心。

据悉，3月那波花生价格最大涨幅一度达到0.8元/

斤左右。 此后经过短暂回调之后，花生价格再度走升。

严琳表示，第二轮上涨始于4月中旬，此前虽然花

生价格经历了一波窄幅回调， 但基层货源短缺仍支撑

部分有货中间商的操作积极性， 油厂在收购意愿暂未

达成的状况下出现一定抬价现象。 双向利好之下产地

价格再度明显上行。

“经过上半年两轮大涨后， 河南驻马店地区白沙

花生价格一度由3月中旬的8000元/吨升至9500元/

吨，明显抬高了上半年花生均价，这也是今年新季花生

价格开秤价走高的原因。 ”严琳表示。

从近期市场贸易情况来看，据上述分析师介绍，近

期花生市场有少量采购需求，出货量尚可，消耗了部分

库存，目前陈货货源不多，在市场寻货积极性走高的情

况下，价格维持高位。 此时，由于新花生暂时上量仍不

大，市场供应略偏紧。此外，由于目前新花生水份较高，

抑制了部分贸易商采购积极性。 其他产区如东北、山

东、河北等地贸易商有调货意愿，等待水份好转和上量

增加，预计8月下旬开始，贸易商调货量将增加。

对其他油脂价格影响有限

展望后市，毕慧认为，目前多数陈花生已经退市，

而河南局部新季白沙花生上货量尚可， 导致本周新花

生价格变动较大。近期由于天气情况相对平顺，预计下

周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另一大花生品种———大花生的

上市量可能陆续扩大。 不过，近期内贸需求表现良好，

交易活跃度较理想， 不排除下周或有中秋备货契机的

出现，这也有望为市场需求提供支撑，同时也将决定新

花生上市的压力能否被消化。 预计短期花生价格仍将

以偏强运行为主， 后期的上市压力能否被消化决定花

生价格是否会出现高位回落。

严琳认为，目前虽然新花生上市量陆续增加，但因

初期供应量依然有限，在市场少量备货的情况下，白沙

花生价格或有小幅走高的可能。 随着9月新季花生集

中上市，在供应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不排除价格再次出

现回调的可能。 大花生目前处于上市初期，水份偏大，

质量暂时不稳定，价格仍有小幅下滑空间。

在世界油料市场中， 花生是第五大油料品种，居

于大豆、 菜籽、 葵花籽、 棉籽之后。 美国农业部

（USDA） 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油料产量为619.88

百万吨，其中花生产量为41.95百万吨。 目前中国是全

球最大的花生消费国，花生国内消费量占全球消费量

的比重为38.64%，远远高于第二大消费国印度的占比

10.27%。

作为五大油料品种之一的花生， 其价格走势又对

会其他油脂影响几何？

“以近期油脂市场表现来看，8月以来花生油价格

持续稳定在较高位置， 由于目前花生油的食用比例占

国内食用植物油的8%，相对于豆油、菜籽油、棕榈油来

说，终端需求较少，因此花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整个植

物油价格波动影响较小。 ” 美尔雅期货油脂分析师姜

振飞表示。

姜振飞表示，三大植物油（豆油、菜籽油、棕榈油）

价格波动将会直接影响到花生油的价格。 此前因进口

菜籽禁止入关以及进口大豆成本较高， 油厂开机率维

持低位，使得植物油产出较少，叠加目前处于双节备货

期，油脂市场整体需求强劲，三大植物油价格快速走强

也提振了国内整个油脂市场表现， 因此短期内花生油

价格支撑较强。此外，目前花生油厂开机率处于较低水

平，花生油产出量也较少，促使油厂挺价，预计短期内

花生油价格仍将维持高位平稳运行。

� 秋风送爽，大地涂金，新季花

生正在陆续上市。 此时，种植户不

仅收获了丰收的喜悦， 也分享到

了新季花生价格高开的“红利” 。

从已上市的部分地区来看， 今年

新花生市场开秤价格同比普遍有

所上涨， 且较去年同期高出30%

左右。

分析人士表示，2018年季花

生价格大幅攀升， 且总体存量较

低， 使得2019年季新花生价格高

开。 目前来看，因产区新花生上市

量整体较有限，在备货需求下，价

格短期仍有小幅走高的可能。 随

着9月份新季花生集中上市，在供

应显著增加的情况下， 不排除价

格出现回调风险。 由于花生油在

食用油市场份额方面占比较小，

因此价格波动对其他油脂价格影

响较有限。

海外“负收益率”债券扩容

中国债券投资价值进一步凸显

□

本报记者 罗晗

近期德国首次发行零票息的30年期债券，并推动

目前交易的同期限现券收益率“转负” 。“负收益率”

债券阵营再度扩容。据德意志银行数据，目前全球负收

益率债券价值已突破15万亿美元。

当前， 中美利差处于高位， 中国债券投资价值凸

显。 机构人士指出，随着资金追捧中国债券，国内债市

收益率有望持续下行。

负收益率债券数量骤增

日前，德国首次以零利率的票面利息发行30年期

国债，发行规模20亿欧元。 英为财情数据显示，德国同

期限国债收益率8月21日收益率为-0.172%，且当前所

有期限国债收益率均为负值。

负收益率国债已“席卷” 欧洲。 上周瑞典20年期

国债收益率首次跌为负值， 瑞典整条国债收益率曲线

一度全部“沉没” 到零水平下方。此外，丹麦、荷兰所有

期限国债都出现负收益率，而芬兰、比利时、法国、爱尔

兰等国大部分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为负。

去年四季度以来， 全球债券市场开启了新一轮上

涨，多国债券收益率水平持续下行。 美国10年期国债

收益率今年6月末跌至2%，目前基本在1.6%水平以下

运行，与2016年8月水平相当，接近2016年7月创下的

历史低点1.45%。

今年以来，负收益率债券规模创出历史新高，以欧

洲国家为甚，亚洲也未能幸免。 在亚洲，日本15年期及

以下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为负值。 8月22日，日本10年

期国债收益率已跌至-0.238%，跌破2016年6月低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负值的国

家至少有13个，包括丹麦、奥地利、德国、日本、比利

时、法国等。 其中收益率最低的是瑞士10年期国债，截

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其收益率已跌至-0.948%。

分析人士指出， 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放缓

迹象，特别是美国经济内生动能趋弱，经济放缓的可能

性上升。 从5月下旬开始，美国3个月与10年期国债收

益率再现倒挂，并持续至今。 8月中旬，被市场人士视

为经济衰退预警指标的收益率倒挂出现———美国2年

期与10年期国债利率出现倒挂，为2007年以来首次。

全球国债收益率下行、负收益率债券扩容，也被认

为资产荒可能出现。 光大证券研报指出，过去半月，英

国政府坚定推进“硬脱欧” 等事件令市场担忧，资金在

过去两周加速流向美债等避险资产， 避险资产收益率

的急速下降和负利率资产的急速膨胀， 昭示着新一轮

资产荒可能比想象中更快到来。

中国国债收益率相应下降

机构人士分析， 在当前环境下国内债市走势或跟

随全球趋势。 “近期国内债市核心驱动因素是海外债

券收益率下降” ，该人士指出，从幅度上看，去年国内

债券收益率下行已经较多， 今年货币政策主要为引导

利率传导，所以幅度不一定像海外市场下行得那么快。

中信证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认为，

全球越来越多出现零利率和负收益率债券， 必然会拉

低其它高收益率债券的水平。 最近美债收益率下降较

多，也会下拉我国国债收益率。因为全球资金需要寻找

可投资标的，可能就会持续增加购买中国国债，我国国

债收益率可能也会相应下降。

主要经济体中， 目前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国债收益

率水平高于2017年低点， 对全球资金具有较大吸引

力。天风证券固收研究指出，中美利差无论是长端还是

短端都已经处于年内高位。 根据英为财情数据，按8月

21日收盘价计算， 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达147

基点，处于高位，中国债券投资价值进一步凸显。 天风

证券报告认为，在全球经济周期下行的背景下，外围因

素将持续利好债市。

新季花生“受宠”

其他油脂淡定

□本报记者 马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