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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高位震荡 两地价差有待回归
□首创期货 练异洞
近期，原油期价在各种利多因
素影响下连续走强，伦敦原油期价
频繁创出2008年以来新高，纽约原
油期价也逼近2011年的最高点。目
前，油价由于投资者获利回吐出现
震荡。对于后市发展，笔者认为，油
价依然将保持高位，两地价差有望
进一步缩窄。
截至上周五收盘， 纽约原油期
货追随周边涨势而有所反弹，4月合
约收高1.95美元，至107.06美元/桶；
洲际交易所 (ICE)5月布兰特原油期
货上涨3.22美元，报125.82美元/桶。
首先，中东局势短期难以平静。
叙利亚内乱依然持续， 尽管宪法改
革方案获得全民公投通过， 但反对
派并不认同， 西方政治势力一直要
求巴沙尔政府下台。 伊朗局势是影
响油价的关键， 西方和以色列在是
否采取武力打击伊朗核设施的问题
上正在磋商， 对伊动武的呼声越来
越高， 伊朗则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加
以应对， 并威胁封锁中东原油出口
的咽喉——
—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则
加强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欧盟宣
布从今年7月对伊朗实行石油禁运，
伊朗则提前停止了对英法两国出口
石油。 迫于西方压力，中国、印度、日
本计划将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幅
度在10%左右， 三国约占伊朗出口
石油的45%。 面对严峻的禁运形势，
伊朗该如何应对尚不得而知， 如果
伊朗采取极端措施封锁霍尔木兹海
峡， 则将给原油期货市场造成剧烈
冲击， 油价逼近历史高点是很有可
能的。 因为每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的石油多达1700万桶， 约占世界出
口总量的40%， 如此大量的原油不
能输送给用户，哪怕是很短时间，也
会对原油市场造成很大冲击。

其次，尽管道路曲折，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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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进一步回归到正常水平。

沪铜 高位震荡
上周上海期铜主力1206合
约开盘60700元/吨，最高61460
元/吨 ， 最 低 60030 元/吨 ， 收 盘
60780元/吨，上涨80元。 未来保
障房和电缆行业发展将为基本
面提供需求面保障。 目前现货
供应比较宽松。 估计短期铜价
维持区间震荡。 （程鑫）

豆粕 震荡收涨
上周大连豆粕期货 主 力
1209合约开盘3173元/吨，收盘
3205元/吨，上涨32元或1%。 养
殖收益连续下降并逐渐接近盈
利平衡点的现实使得养殖前景
变得不确定， 后期豆粕若要保
持强势， 还需要现货需求的配
合。 (白亚洁)

PTA 继续回落
上 周 郑 州 PTA 期 货 主 力
1209合约开盘9030元/吨， 最高
9056元/吨，最低8734元/吨，收盘
8752元/吨，下跌278元或3.18%。
江浙聚酯负荷被迫下降，对PTA
现货需求形成拖累，预计PTA现
货期货价格持续走弱。（李丹丹)

PVC 弱势下行
上周大连PVC期货主力1205
合约收盘6865元/吨， 下跌155元
或2%。 现货市场由于成本支撑走
势相对平稳， 贸易商对市场多观
望态度，等待需求释放，低价成交
数量较少。 预计短期内连PVC维
持弱势震荡。 （白亚洁)

玉米 屡创新高
上周大连玉米期货主力
1209合约开盘2433元/吨， 最高
2497元/吨，最低2426元/吨，收盘
2487元/吨，收涨54元或2%。玉米
期货周内连续创出新高。 现货方
面价格趋涨。 目前连玉米期价处
于震荡上涨行情中，预计延续高
位波动走势。 （程鑫)

郑糖 人气微增
上周郑州白糖期货主力
1209合约开盘6610元/吨， 最高
6719元/吨， 最低6608元/吨，收
盘6670元/吨， 上涨60元或1%。
供应充足、 成交清淡使得郑糖
上行有压力， 且短期内缺乏实
质性利多消息， 预计延续区间
震荡格局。 （白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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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期货 黄尚海
去年期糖大跌，引发糖厂要求
政府出台收储政策支撑糖价。 经过
近一个月的讨价还价后，发改委终
于在2月8日出台了收储政策，分两
批共收储100万吨， 按各不同收储
仓库设置不同最高价，同时有一个
共同的最低限价—6550元/吨。
按常理， 政府出台收储政策
是为了保障农民和白糖产业链的
合理利益， 而糖厂要求收储是因
为现货价格达不到正常利润，希
望通过收储来销售白糖， 获得正
常利润。 但是目前收储进程不顺
利，糖厂交储意愿不强。 通过分析
最近3轮收储结果， 笔者认为，糖
厂“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第一批50万吨收储计划到目
前为止已经进行3轮， 耗时超过1
个月，累计收储26.8万吨，显然交

储意愿不足。 同时从交储地点来
看， 截至第二轮已经完成收储任
务的仓库有四川德阳、山东青岛、
广东小塘、山东潍坊、山东泰安、
山东日照、广东湛江、海南傽州等
8个库。 而作为主产区的广西仓
库， 截至第二轮总共仅交储9900
吨， 而分配给广西仓库的交储量
有5万吨。 第三轮具体的交储结果
没有出来， 但是广西交储的量偏
低是大概率事件。 既然收储的提
议是糖厂提出， 而且目前广西现
货市场均价低于6550元且销量不
佳，为什么糖厂都不积极交储呢？
合理的推断只有一个： 糖厂看好
后市糖价，采用了“
拖字诀”战术。
白糖现货价格季节性分析显
示， 糖价一般在2-5月份处于下跌，5
月份开始上涨。其背后的逻辑也非常
清晰，2月份随着春节的过去，下游消
费需求降温， 同时新糖大量上市，供

需面将呈现一段时期的宽松。 5月份
以后，随着夏天到来，下游消费需求
旺盛，同时白糖产量已经确定，现货
价格将出现上涨。 在经历了2010年
和2011年两年的白糖牛市后， 糖企
均对夏季高利润有了很深的期盼。因
此，虽然目前现货市场疲软，国储收
储价格相对来说有利可图，但是为了
将来能够有更好的收益，糖厂也不愿
意在相对低价进行交储。
此外，如果糖厂积极交储，在
目前新糖大量上市的情况下，100
万吨的收储量将很快被交满。 这
样，6550元的收储支撑价将不复
存在。 而且国储也多了100万吨的
国储糖， 将来可以对可能的高价
糖进行调控。 因此，目前不交国储
对糖厂来说是最佳选择。
糖厂的“
拖字诀”目前看来十
分成功，白糖现货价格虽然疲软，
但是也跌幅甚小， 而期货价格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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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窄幅震荡。 如果按照这个走势
持续到需求旺季到来， 糖厂将获
得最大的收益。 但是我们也不能
忽视其中存在的一些潜在风险。
首先，由于大量新糖上市，许多糖
厂积累了大量库存， 如果资金链
偏紧导致某些 糖 厂 急 于 卖 糖 套
现， 则收储可能会在需求旺季前
完成， 导致糖厂联盟的破裂。 其
次，随着新糖的大量上市，以及大
量走私糖的流入， 可能使得现货
市场继续下跌，影响市场心态，导
致糖厂对未来后市悲观， 从而使
得交储积极，“
拖字诀”失效。
由于供给增加， 而且需求清
淡， 目前期货价格上涨的可能性
非常小，但是存在下跌的可能性，
因此笔者认为6600点左右可以持
有空单。 在5月份以前，持有空单
的风险较小， 如果在5月份前，空
单还不能获利则可了结头寸。

■ 广发期货看市

豆粕后期易涨难跌
□李盼
由于南美大豆产量继续降低
和中国进口需求的推动，美豆期价
呈现大幅上扬的局面。 笔者认为，
南美减产已成定局，南美出口可能
受限从而刺激美豆出口，此外美豆
种植面积预期持平、新年度需求预
期增加提振远期大豆期价。国内市
场上，进口大豆成本提升、油厂库
存偏紧和下游养殖需求使得豆粕
期价易涨难跌。 操作上，建议豆粕
1209可以采取逢低做多的策略，目
标位置3250-3300元/吨，止损设置
在3100-3150元/吨附近。
从世界大豆供需看，2011/12
年度预计全球大豆产量为2.4507
亿吨， 较上月预估下调640万吨；
预计大豆总消费为2.5409亿吨，较

上月预估下调315万吨。 南美产量
的下调使得2011/12年期末库存调
整至5730万吨， 较上月预估继续
下调298万吨。 总体上，南美减产
已成定局， 可能刺激新年度美豆
出口，对期价呈利多影响。
美豆市场上，2011/12年供需
情况维持预估水平，市场关注的焦
点为2012/13年度的供需状况。 美
国农业部在年度展望会中预计，
2012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将达到
7500万英亩， 较2011年保持不变，
但较之前公布的基线报告提高100
万英亩。 如果采用趋势单产43.9蒲
式耳/英亩，2012/13年度产量预计
为3250百万蒲式耳，较上年度增加
6.35%， 同时美豆出口量提高至
1550百万蒲式耳， 较上年度增加
21.6%，压榨量提高至1660百万蒲

式耳，较上年度增加2.8%，导致结
转库存为2.05亿蒲式耳，较上年度
降低2.5%，因此，预期美豆新年度
需求预期增加提振远期大豆期价，
未来关注焦点集中于3月31日公布
的种植意向报告和天气状况，因为
相对种植面积的变动，单产变动的
影响显得更加明显。
目前按照张家港进口
大豆分销 价 4000元/吨，四
级 豆 油 9350 -9400 元/吨 和
豆 粕 价 格 3200 -3250 元/吨
计算，理论上油厂压榨利润
为100-150元/吨，随着压榨
利润的好转，国内港口大豆
库存有所下降。 截止到3月
13日，国内大豆港口库存为
630万吨， 较上月底降低了
30万吨，虽然后期预计国内

进口大豆数量逐月增加，但一方面
后期进口成本提升较多，另一方面
油厂、饲料厂库存均处于偏紧的局
面。此外，从下游养殖需求看，虽然
生猪价格回落，但仍有100-200元/
头的盈利， 随着生猪补栏的陆续
进行，豆粕将易涨难跌。

单位价格

账户设立日

14.24820
15.53050
23.71418
11.47957
9.35677
10.68206
9.38575
9.52038
8.18029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0年6月25日

市一度难聚人气， 股指期货的大
幅震荡给投资者蒙上了一层阴
影。 新股全线跌停。 午后随着股
指期货交割的完成，空头气氛得
到减弱，股指震荡上行。 板块方
面全线收红，大消费类板块力挺
大盘的上涨。
新华基金：在衰退阶段，央行
降息以刺激经济， 债券或债券基
金是最佳选择。在复苏阶段，经济
刺激政策发挥作用， 股票或股票
型指数基金是最佳选择。 在过热
阶段， 央行加息以控制通胀和过
热的经济； 因而大宗商品是最佳
选择。 在滞胀阶段， 股票非常糟
糕，现金或货币基金是最佳选择。
d13aw14： 铜等商品期货高
位横盘日久，一旦外盘配合破位，
将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的行情，
两种做法，上涨到顶压空，或破位
反抽进。

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可期
□海通期货 张倩
随着希腊获得第二轮援助资
金， 使得欧债危机系统性风险爆
发的概率大为降低。 虽然2012年
全球经济受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
缓、 欧洲经济衰退的拖累可能会
进一步放缓， 但是在各国普遍施
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国经济稳
步复苏的背景下， 全球经济下半
年全面复苏可期。
不过， 在上周五的伦敦有色
金属市场上， 因之前公布的美国
数据较预期略微疲软， 且头号消
费国——
—中国的需求忧虑持续打
压市场人气， 基本金属期货大多
收跌，其中三个月期铜收跌0.7%
至8505美元/吨。

美国经济稳步复苏
美国密歇根大学2月份消费
者信心指数终值为75.3， 超出市
场预期，并触及去年2月以来的最
高水平；美国2月谘商会消费者信
心指数为70.8， 远高于预期的63
和前值的61.1。 居民实际消费从
去年11月起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
零增长。 受美联储“
转换操作”和
全球投资者避险情绪推动，2011
年7月以来美国长期利率大幅下
降， 一方面可以带动储蓄率下
降，另一方面则会推动消费信贷
的增长，从而刺激居民的消费支
出。 美国2月非农就业人数增长
22.7万，好于经济学家预期，过去
三个月中，美国整体就业人数月
均增长245000人，较去年5-11月
份的月均增长高出一倍多，另
外，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的四周移动平均值已连续18周
低于40万人的水平，就业市场的
复苏也有助于提振消费。 目前，
美联储正在考虑 “
冲销式量化
宽松 ”，即在“
印钞”购买长期债
券的同时，通过类似逆回购的方
式回收由此投放市场的流动性。
冲销式量化宽松的优点在于既
能够进一步压低长期利
率，又可以减少由此带来
的通胀上行风险。 随着长
期利率的下降，有助于刺
激企业设备投资、住宅投
资、建筑投资支出的回升，
私人投资的增长也将是拉
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的-11.1，投资信心持续回升。 欧
元区2月制造业PMI终值为49.0，
略高于前值48.8。 目前，欧元区已
经正式批准了1300亿欧元的希腊
第二轮援助计划， 使得欧债危机
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概率大为降
低。不久前欧洲央行通过第二轮3
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 (LTRO)，向
银 行 业 发 放 了 5295.3 亿 欧 元 资
金，这一规模超出市场预期，欧央
行的第二轮LTRO将进一步降低
欧洲银行体系流动性的风险，从
而提高银行对外贷款的意愿，振
兴欧洲经济。 预计欧元区经济有
望在下半年开始复苏。

中国经济温和回落
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51.0%，比上月回升
0.5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回升。
PMI的连续回升说明制造业在经
历了去年下半年的较大下滑后
已经开始逐步恢复，经济短期大
幅回落的担忧基本可以解除，但
制造业扩张力仍有限，表明经济
还将延续温和回落态势。 2月份
我国进口为1459.5亿美元，同比
增长39.6%，环比上升19%，在经
济增速整体放缓背景下，2月进
口反弹明显， 显示国内需 求 较
强，经济硬着陆风险不大。 2月
CPI同比涨幅3.2%， 较1月下降
1.3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0.1%，
其 中 食 品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6.2% ，
环比下降0.3%， 主要是猪肉和
蛋价格出现了大幅回落； 非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1.7%， 环比上
涨0%，表明通胀下行趋势明确。
在今年通胀下行经济增长放缓
背景下货币总量放松的大方向
比较明确，2月CPI如期下降，进
一步给央行的总量放松带来了
空间。 随着“
两会”对政府工作
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审定之
后， 财政支出的步伐会加快，积
极财政政策对广义流动性的支
持作用也将逐步体现。

欧元区信心回升
3月欧元区Sentix投资
信心达到-8.2， 高于2月

帐户操作人 起始日
报告日
初始资金 累计净入金 报告日总资产 累计收益率 保监账户 ００２２５３１８８８
圆融投资 ２０１１－２－１６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１，００６，８８６．２６ －４００，０００ ５５８，３８２．９１
－４．８２％ 保监密码 １２３４５６
持仓品种
ｙ１２０９
ｃｕ１２０６
ＣＦ１２０９
ＳＲ１２０９
ＴＡ１２０９

买卖
买
买
卖
买
卖

数量
３
１
６
１０
１２

开仓均价 最新价 浮动盈亏 交易过程：ｃｕ１２０６买入开仓１手
９，６５２．００ ９，６４２．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７２０；Ｌ１２０９ 卖 出 平 仓 ５ 手
６０，７２０．００ ６０，７８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８９５；ｒｕ１２０５ 卖 出 开 仓 ３ 手
２１，４９０．００ ２１，２６０．００ ６，９００．００ ２８４６１．６７、买入平仓３手２８５１５；
６，６４６．１０ ６，６７０．００ ２，３９０．００ ｚｎ１２０６卖出开仓３手１５９３０、买
８，８７６．８３ ８，７５２．００ ７，４８９．８０ 入平仓６手１５９９２．５０。

帐户操作人 起始日
报告日
初始资金 累计净入金 报告日总资产 累计收益率 保监账户 ００２２５３１６９８
旭东投资 ２０１１－２－１５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１，５０５，０５０．６７
１，２７０，５０３．８７ －１５．５８％ 保监密码 １２３４５６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账户类别

旗擎投资： 美国经济数据整
体好于预期， 为美国经济复苏提
供了更多证据， 支持欧美股市总
体上保持坚挺， 市场乐观情绪令
美元全线下滑， 此外IMF同意向
希腊提供280亿欧元贷款也提振
了欧元人气。 现货白银止跌企稳
后小幅反弹。技术面上，市场经历
下跌5浪之后，空方能量（
多头获
利抛压和投机性空头） 得到彻底
释放。 上周五交投区间建议空头
头寸平仓出局，多单可继续持仓，
空仓者可建仓做多。
期货天使： 上周五股指期货
在经历了两天的下挫之后迎来反
弹，尤其是尾盘。但是量能有了一
定萎缩。行业板块普遍反弹，房地
产、银行、煤炭等板块涨幅靠后。
总体沪深300回调的趋势不变。
股盛发： 大盘经过两天无理
由的急跌， 上午在大盘高开后股

■ 沙场点兵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 期货微博

■ 海通期货每周视角

解读糖厂“拖字诀”

■ 品种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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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 震荡收跌
上周上海橡胶期货主力1205合约开盘28350元/吨，最高29105元/吨，最低
28005元/吨，收盘28150元/吨，下跌200元。 后期关注点在于国内产业政策变动
情况，橡胶现货市场多空双方各有支撑因素，短期或区间内整理。 （李丹丹）

本 次 公 告 (2012 -047) 仅 反 映
投资账户截止2012年 03 月 15 日 的
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2
年03月 20 日 。 信 诚 人 寿 投 资 连 结
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
中国证
券 报 》及 公 司 网 站 公 告 ， 如 遇 节 假
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
国 服 务 电 话 ：4008 -838 -838 或
登 陆 公 司 网 站 ：www.citic -pru－
dential.com.cn。 信诚人 寿 竭 诚 为
您服务。

品种
ａｕ１２０６
ｃ１２０９
ｃｕ１２０５
ＩＦ１２０４
ｍ１２０９
ｍ１２０９
ｒｕ１２０５
ＳＲ１２０９
ＴＡ１２０９
ＴＡ１２０９

买卖
卖
买
卖
卖
买
卖
卖
买
买
卖

数量
２
４０
２
２
２０
４２
６
１０
３０
１０

开仓均价 最新价 浮动盈亏
３４１．４５
３４０．７
１，５００．００ 交易过程： 周五３２０４
２，４８１．００ ２，４８７．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卖出９月豆粕，３２０５买
５９，０７０．００ ６０，５８０．００ －１５，１００．００ 进止损；２１３６５卖出９月
２，６０４．２０ ２，６２７．００ －１３，６８０．００ 棉花，２１３０５卖出止损；
３，２１５．００ ３，２０５．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９５ 卖 出 ５ 月 橡 胶 ，
３，２０４．００ ３，２０５．００
－４２０ ２８４５５买进平仓。 ２６１６
买进４月股指，２６０５卖
２８，５０２．５０ ２８，４９０．００
３７５
６，７１０．００ ６，６７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出止损。日内交易整体
８，８９１．３３ ８，７５２．００ －２０，８９９．５０ 亏损。
８，７８６．００ ８，７５２．００ １，７００．００

点评：商品期货成交额微降，商品期货总成交额占期货市场成交
额的比重较上一交易日下降1个百分点，至50%；三大板块资金面流向
分化，金属板块和农产品板块大幅流出，能源化工板块大幅流入，商
品整体呈现大幅流出，显示出投资者在周末前较为谨慎，逢高获利了
结为主。 从盘面上看，商品涨跌参半，金属板块和农产品板块中的部
分品种涨幅居前，但能源化工板块普遍下跌，估计短线这种分化格局
仍将延续；近月合约大幅反弹，但能否就此止跌仍有待观察。 （注：账
户由银河期货提供，点评由长江期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