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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数据：利多豆类 谷物震荡
□本报实习记者 王姣
在美USDA12月全球农作物
供需报告公布前夕，市场交投相对
谨慎，周二国内农产品期货市场涨
跌互现。 业内人士认为，12月US－
DA报告将调降其对美国玉米和大
豆供应的预估，继续上调美豆出口
需求， 该报告对美豆或偏利多，对
棉花、小麦的影响也偏正面。 综合
来看，后市看好大豆和豆粕，需重
点关注南美大豆产地天气及实际
到港大豆量；而棉花和小麦中国库
存较高，不依赖于海外市场，谷物
商品或继续横盘震荡。

预计12月数据利多
因等待12月农产品供需数据
出炉， 周二农产品期货市场走势
谨慎，其中豆一、豆粕、郑麦主力
合 约 分 别 上 涨 0.29% 、0.27% 和
0.1%，早稻、郑棉、玉米主力合约
分别下跌0.56%、0.16%和0.04%。
隔夜外盘， 受美豆出口需求旺盛
及市场对即将公布的月度供需报
告偏多的反应影响， 美豆收盘创
两个半月高点，玉米3月合约上涨
0.92%，美麦3月合约收平。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
理程小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周二国内农产品期
货涨跌互现，一是因为USDA报告
公布前，市场有获利了结的动作；
另一方面， 年底部分农产品供需
结构逐渐明朗， 市场已经消化了
前期的利多因素。
公开资料显示， 由于出口销
售步伐强劲， 市场预计农业部将
调降其对美国玉米和大豆供应的
我们预计USDA报告会调
预估。 “
升全球小麦库存至1.7911亿吨，

同时预计美国玉米、 大豆和小麦
期末库存可能下调， 分别将调降
至18.71亿蒲式耳、1.53亿蒲式耳
和5.4亿蒲式耳，且由于南美天气
没有出现大问题， 很可能上调大
豆和玉米的产量。 对于小麦和棉
花，预计会下调全球棉花产量，特
别是中国棉花产量。 ” 程小勇指
出，USDA报告总体对大豆、棉花、
小麦影响偏正面，特别是豆类。 不
过， 对比往年，12月份USDA报告
通常变动不大，而1月份报告经常
出现很大的修正， 最关键还是要
看明年1月份报告。

豆类或震荡回落
业内人士认为， 若12月农产
品数据影响偏空，CBOT大豆可能
低开走高，若影响偏多，可能是冲
高回落。 从目前来看，美豆出口需
求的上调和南美产量的进一步调
增后，谁将主导市场分歧较大。 对
国内豆类期货而言，若后期南美天
气持续良好，那么国内豆粕期价继
续上行空间和可能性已然不大，若
南美天气出现异常情况，5月合约
才可能出现突破性的上涨行情，但
短期内5、9月合约随着现货价格下
行跟随震荡回落的可能性更大。
“
预计美豆2013/14年度期末
库存为1.53亿蒲式耳， 低于11月
预估的1.7亿蒲式耳，库存下降的
主因是美豆强劲的出口需求，晚
间报告预计调高美豆出口需求。
同时， 南美大豆产量可能略有上
调， 一是因为巴西大豆产区播种
率已达到94%， 近期迎来大面积
降水，将有助于大豆生长；二是预
计南美大豆播种面积尽管有小幅
调整但仍高于上一年度。 ”华联期
货研究所所长韩锦认为， 美豆库

存下调与南美大豆产量上调，前
者影响因素或会更大。
浙商期货研究员周俊表示，
12月报告有可能上调美豆出口，进
而下调美豆期末库存，不过上调美
豆出口与否取决于南美产量上调
的力度， 若南美产量上调较多，则
后期南美大豆有望挤占美豆出口
市场，若美豆的期末库存下调被南
美大豆产量上调所掩盖，则预期偏
空，主要看报告修正的力度。
海通期货分析师叶云开则认
为， 本次农业部月度报告或对大
豆市场影响为中性。 “
报告可能对
全球供给前景维持乐观， 但巴西
的运力水平没有显著提升， 产量
增加同样将带来运输压力， 这可
能造成阶段性的供需失衡， 因此

不宜对国内市场过分看空。 ”
周俊指出，目前美豆丰产格局
落定， 而南美丰产预期进入兑现，
豆类走势在南美天气炒作前主要
看中国因素， 报告短期利空过后
（
如果有的话），粕类年底震荡偏强
的格局暂较难撼动，中线仍以逢回
调买入为主；油脂整体压力仍大。

谷物或相对疲软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农产品
供需出现分化， 其中粮食作物继
续大丰收，而经济作物，如大豆、
棉花等产量出现明显下降。 总体
来看， 经济作物如大豆等会维持
相对强势， 而玉米却表现不尽如
人意，小麦和棉花中国库存较高，
谷物商品表现或相对疲软。

“
前日USDA周度出口报告显
示美玉米出口检验数据高于市场
预期，使得市场更相信USDA12月
供需将继续上调美玉米需求数据
而下调期末库存预估， 带动美玉
米期价上涨， 预计美玉米可能继
续震荡运行。 ” 华泰长城期货范
红军表示。
小麦方面， 中财期货研究认
为，过去一周，主产区小麦价格稳
中偏弱， 华南销区国产小麦采购
量有限，价格以稳为主；制粉企业
整体开机率偏低， 制粉企业挺价
麸皮意愿强烈均支持麸皮价格，
但下游需求减少麸皮价格涨势趋
缓。 整体而言，近期谷物商品将继
续呈现横盘震荡态势， 操作上建
议保持观望。

近期， 白银市场的走势扑朔
迷离， 相对于欧元的高歌猛进以
及美元的颓势， 白银并未出现明
确的趋势性信号， 其价格无序波
动所形成的弱势整理格局较为明
显。 白银与金融资产市场的联动
性趋弱， 以贵金属为代表的商品
市场正经历边缘化过程， 在这一
过程中贵金属市场与其他金融市
场的相对波动幅度趋于逐 步 减
小， 任何有利于欧美实体经济复
苏的数据都将不利于白银市场，
传统的白银价格驱动因素分析逻
辑已经彻底改变。
美元指数一直以来都是白银

价格的良好参照系， 而近期在美
元指数持续走弱的背景下， 白银
的短线反弹预期却数次落空。 究
其原因， 美元指数的上行动力来
自于欧元的主动强势上攻而非美
元自身弱势下行， 这意味着欧元
区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复苏前景正
在被市场逐步认可， 并同时反映
在欧元汇率之中。 德拉吉在排除
了美国式QE的货币政策方案后，
认为欧央行有足够的货币政策工
具来刺激经济复苏， 并预期2014
年 GDP 增 长 1.1% ，2015 年 GDP 增
长1.5%， 由于欧央行在短期内尚
无再次降息的预期， 这一系列乐
观表态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
欧元多头， 令欧元在过去的一个

国储托底 大豆价格有望企稳回升
□长江期货 韦蕾
近期，连豆在美豆丰产、南美
扩种压力和政策缺乏惊喜刺激下，
一路走低，跌幅近3%。 目前大豆基
本面多空因素交织，连豆走势成为
市场焦点。笔者认为今年国产大豆
减产和国储收购价限制了大豆底
部空间， 在豆粕和豆油消费旺季，
大豆价格后期有望企稳回升。

国产大豆减产
近几年大豆的种植效益低于
玉米， 农户为了增加收益纷纷弃
大豆而种玉米， 导致大豆的播种
面积自2008年以来逐年减少，国
产大豆产量整体上也呈现下降趋
势。 2013年在种植面积缩减以及
天气灾害的共同影响下， 国产大

豆产量下滑， 而种植成本却不断
攀升，农民惜售心理加重，继续压
低价格将会减少市场供应量，也
为大豆现货价格提供底部支撑。
根据农业部全国成本收益数
据，由于人工成本、机械整地、土
地租金、化肥成本增加，大豆种
植成本逐年上升，其中2012年种
植大豆总成本为3867元/吨，根据
上半年大商所东北考察，今年种
植成本较2012年略有增加，若成
本为3900元/吨， 要保证500-800
元/吨收益 （
相当于75-150元/亩
的 收 益 ）， 大 豆 每 吨 价 格 应 为
4400-4700元。

国家收储政策利多
11月15日发改委公布今年在
东北地区继续实行大豆临时收储

政策，大豆（
国标三等）临时收储
价格为2.3元/公斤。 目前市场收
购价明显低于2013年临储收购
价， 有意向将收购大豆送往收储
库点的贸易商， 担忧临储启动后
会出现收购难且价格会上涨，所
以近期增量收购意愿增强。 截至
12月3日，东北产区大豆价格重心
上移， 哈尔滨地区油厂大豆收购
价4180-4220元/吨， 佳木斯地区
工厂收购价4320元/吨左右，双鸭
山地区收购价4300元/吨左右，价
格普遍上涨了20-40元/吨。 整体
看，政策的支撑作用将逐步显现，
后期产区价格仍存上涨潜能。
此外，元旦春节临近，国内豆
粕和油脂进入需求旺季。 随着豆
类旺季消费推动， 国产大豆价格
可能稳步回升。

月中录得可观升幅。
此外， 考虑到美国就业市场
的持续好转， 尤其是美国非农就
业数据连续两个月表现强劲，失
业率已经下降至7%，同时，美国
债务危机的影响似乎已经证实可
以被实体经济的弹性所吸收。 除
就业市场复苏强劲以外，PMI以及
新屋销售数据也同时支持了美国
经济复苏加速的论断， 这意味着
美联储削减购债规模的预期概率
大幅升高。 欧美经济的乐观表现
以及美国逐步回收流动性无疑都
将长期重压白银市场， 权益类市
场的优异表现会进一步令贵金属
市场失血， 资金加速撤离贵金属
市场最终的结局将是白银价格在

中期出现暴跌以及长期维持弱势
的格局。
短期来看， 美联储在12月的
决息会议上削减购债规模的概率
仍相对较小， 美国经济的复苏尽
管出现喜人势头， 但货币政策的
调整仍需要极其谨慎。 由于美国
当前的预期通胀率依然低迷，投
资意愿相对于储蓄来说并未恢复
到危机前水平， 美联储更有可能
倾向于延长观察周期而非立即作
出缩减购债的决定。 同时，由于缩
减购债规模预期大部分已经被银
价过去三个月的下跌所体现，若
美联储在短期内无升息暗 示 的
话， 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于银价的
短期走势不会出现过强的负面冲

击。 这一情况将为白银价格的短
期反弹创造机会， 但短期反弹势
必导致多头获得出逃良机， 从而
导致新一轮的大规模抛售。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报
告显示在11月26日管理基金的白
银多头净持仓大幅下降， 空头净
持仓增加，且总持仓量有所下滑。
由于在过去的三个月中空头获利
极其丰厚， 在美联储12月决息会
议之前空头选择离场的概 率 升
高， 大量空头平仓将为白银的短
线反弹提供能量， 不排除白银将
在本周晚些时候重回21美 元 上
方， 而后能否进一步延续反弹走
势则将视美联储12月决息会议结
果而定。

油脂明年偏弱格局依旧
□华泰长城期货 孙宏园 陈玮
2013年即将结束， 在四季度
的最后阶段， 伴随着马棕油年末
的去库存行情，豆菜油的元旦、春
节备货需求拉动， 油脂年末尚可
弱势反弹。 但长期看，全球植物油
供应增速大于需求，目前的豆棕、
豆菜价差已经缩小至历史低位，
豆油、 菜油出现进口盈利未来进
口持续增加，进口大豆、菜籽压榨
利润良好促使进口油籽动 力 十
足， 而前期热议的生物柴油概念
正在弱化，因此，2014年的油脂市
场注定是偏弱格局。
油脂年末尚可弱势反弹，而

这波反弹主要由棕油引领。11月棕
榈主产区开始进入雨季， 暴雨、台
风对棕油的季节性减产话题再次
被搬上舞台，此前，台风对椰子油
的直接减产更是刺激了市场关于
棕油对椰子油的部分替代需求消
费。 随着市场对减产预期升温，加
之相关棕油协会及政府机构对马
来、印尼棕榈油期末库存的轮番大
幅下调，做多资金涌入棕油期货市
场。棕油的低价更为做多资金提供
题材，因此，棕油在11月再度迎来
上涨。 在棕油上涨带动下，豆油随
之跟盘上涨。12月棕油减产的季节
性规律更加明显，马棕油年末的去
库存必将拉动棕油上涨。 目前，马

棕油走势明显强于连盘棕油，这扩
大了棕油的进口亏损，昨日进口亏
损已经触及-10%的警戒线， 中国
未来进口棕油或将减少，国内棕油
追上马棕油涨幅的概率较大，那
么，豆菜油脂在元旦、春节备货需
求支撑下也将随之弱势反弹。
展望来年， 全球植物油供应
非常充裕，虽然生柴需求，尤其是
棕油的生柴需求增加， 但是不足
以与产量增幅相抗衡。 今年全球
大豆产量乐观，美豆已然丰产，而
南美大豆从播种进度及播种天气
来看，丰产依旧可期，全球大豆折
油供应增加375万吨。 菜类方面，
全球菜籽折油增长236万吨。 棕油

方面，印尼成熟棕榈树占70%，马
来成熟棕榈树亦占据半壁江山，
且2008年新树播种计划播种的大
批棕榈树进入高产阶段，2014年
棕油压力不可小觑。 此外，全球葵
花 籽 产 量 增 幅 20% ， 折 油 增 长
139.5万吨。 因此，全球油脂供应
非常充沛，2013/14年度的期末库
存2257万吨， 为近五年来最高期
末库存， 这就构建了来年油脂整
体偏空的大格局。
从豆棕、菜棕价差来看，今年
四季度棕油领涨整体油脂， 使05
豆棕价差最低收窄至850元/吨，
05菜棕价差1100元/吨。 来年油脂
整体若要继续上涨， 利多主要来

源棕油， 因豆菜油脂需求难以大
幅增长。 但是就目前的价差来看，
豆棕、 豆菜价差都已到达历史低
位，甚至走向扩大，因此，在小价
差下，油脂整体难言上涨行情。
从进口盈亏上看， 只有棕油
进口亏损拉大， 而豆菜油皆出现
进口盈利， 近期豆油进口盈利及
进口大豆压榨利润达100元/吨左
右，豆油内外盘正套、正向提油套
利助推豆油、大豆进口增加，而菜
油进口也有利润， 广东进口菜籽
压榨盈利甚至达到300元/吨，因
此， 大量进口南北美大豆及菜籽
的中期趋势不变， 对国内油脂的
压力将日趋增大。

纤维板胶合板期货知识介绍

纤维板期货交割质量标准设计说明
中密度纤维板国家标准GB/
T11718是纤维板行业通行的质量
标准，认可程度高，执行效果好。
因此在制定纤维板交割质量标准
时沿用国标体例，包括外观质量，
幅面尺寸、厚度、尺寸偏差、密度
及偏差、含水率，物理力学性能指
标和甲醛释放量等指标。
一、外观质量
纤维板期货交割品的外观质
量需达到国标优等品要求。
二、幅面尺寸、厚度、尺寸偏
差、密度及偏差和含水率要求
（
一 ）幅 面 尺 寸 、 厚 度 以 及
偏差
参照国标要求， 厚度的测量
偏差应介于[－0.30，0.30]（
mm/m），
长度和宽度偏差应介于[－2.0，2.0]

（
mm/m）。
（
二）垂直度
参照国标要求， 垂直度测量
偏差介于[0.0，2.0] （
mm/m）。
（
三）密度以及板内密度偏差
参照国标要求， 密度指标介
于 [0.65，0.80]（
g/cm3）， 允许偏差
为±10%， 板内密度偏差应介于[－
10.0%，10.0%]。
（
四）含水率
参照国标要求， 含水率指标
介于[3.0%，13.0%]。
三、物理力学性能
（
一）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
静曲强度是指纤维板在最大
破坏载荷作用时的弯矩和抗弯截
面模量之比， 反映纤维板的承载
能力， 该项指标不合格说明产品

E-mail:chao0845@126.com

海通期货：
胶合板期价短线强势料维持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上市以来， 胶合板期价不断
攀高， 昨日胶合板主力1405合约
最高上探至135.65元/张，截至收
盘，收报132.95元/张，全日上涨
2.7%。 业内人士认为，胶合板近
期走强主要是受到原料紧张及成
本推动，短期或维持强势格局。
从胶合板的成本构成来看，原
木价格占有相当比重。海通期货研
究所叶云开指出，国内限制林木开
采，我国进口依存度高，今年前三
季度我国进口原木3325.7万立方
米， 同比增长16.4%， 进口均价
205.4美元/立方米，上涨5.4%。 进口

的力学强度较差， 在使用中容易
出现断裂等问题。 弹性模量则指
在纤维板的极限范围内， 载荷产
生的应力与应变之比， 反映纤维
板产品承载受力和抵抗受力变形
的能力。 该项指标不合格时，在使
用过程中纤维板易变形， 影响使
用性能。 参照国标要求，设置静曲
强度指标≥24.0MPa，设置弹性模
量指标≥2300Mpa。
（
二）内结合强度
内结合强度是指垂直于纤维板试
件表面的最大破坏拉力和试件面
积之比， 它反映纤维板内纤维与
纤维之间胶合质量的好坏， 该项
指标不合格时， 纤维板易出现芯
部分层现象。 参照国标要求，设置
内结合强度指标≥0.45Mpa。

（
三）吸水厚度膨胀率
吸水厚度膨胀率指纤维板吸
水后厚度的增加量与吸水前厚度
之比，反映纤维板的耐水性能，该
项指标不合格时， 板材的耐水性
能、尺寸稳定性差，对水分敏感，
在潮湿环境下，易翘曲、变形，引
起尺寸变化。 参照国标要求，设置
吸水厚度膨胀率指标≤12.0%。
（
四）表面结合强度
表面结合强度是指纤维板表
面层垂直于板面最大破坏拉力与
试件胶合面积之比， 反映纤维板
表层纤维与芯层纤维间的胶合质
量。 该项指标不合格时，在使用过
程中纤维板易出现表面分 层 现
象。 参照国标要求，设置表面结合
强度指标≥0.90MPa。

四、甲醛释放量
目前， 我国生产纤维板的常
用胶粘剂由甲醛、 尿素等物质化
合而成， 由于部分企业使用劣质
胶粘剂或采用不合理的施胶工艺
和热压工艺， 未参与反应的游离
甲醛在纤维板使用过程中会释放
出来， 对纤维板安全性造成较大
影响， 世界主要木制品生产国都
对甲醛释放量进行了限定， 我国
也对纤维板的甲醛释放量进行了
严格限定。 参照国标要求，甲醛释
放量指标测试方法选用穿孔法，
E1 级 需 满 足 ≤8.0mg/100g
（
GB18580 要 求 为 ≤9.0mg/100g，
低 于 GB/T11718 中 ≤8.0mg/100g
的要求， 在这里选择较为严格的
标准），E2级需满足≤30mg/100g。

原料提价致使成本增加，因树木病
虫危害，国家限制欧洲进口木材的
政策也使原材料日趋紧张。 另外，
运费及甲醇价格上涨也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胶合板价格。
展望后市，叶云开认为，目前
国内经济有所好转， 现货价格坚
挺， 胶合板期货定位为较高端的
板材，短期或将维持强势。但国家
对房地产的调整政策仍未放松，
部分地区房屋竣工面积增速有所
放缓， 加上进出口政策的不确定
性，长期走势难言乐观。胶合板属
新上市品种，上市初期波动较大，
市场熟悉仍需时日， 建议投资者
谨慎对待，切勿盲目跟风。

页岩油产量高企 WTI原油期价承压
□东证期货研究所 金晓

白银长期趋势依然向下
□全唐贵金属 孙英渤

电话：010－63070467

短期在取暖油需求旺季或库
欣原油库存有望下降等因素作用
下 ，WTI 原 油 期 价 或 维 持 在 95 100美元/桶区间震荡， 但是美国
本土原油产量居于高位将在中长
期构成WTI的下行动力。 而Brent
原油， 在达成限制性伊朗核计划
的协议之后仍将站在110美元/桶
上方。 利比亚国内石油出口受限
仍旧是Brent价格重要支撑，而伊
朗对Brent的影响将始于伊朗石
油出口出现实质性增加， 这可能
会在明年二季度发生。
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WTI原
油的价格更多由其基本面来支
配， 而地缘政治风险和宏观因素
对其影响逐渐趋弱。 回顾美国天
然气走势可发现，“
页岩革命”的
故事也开始对WTI价格产生结构
性的影响， 尽管这一天来得晚了
些。在2009年之前，美国天然气价
格走势与WTI原油价格走势保持
高度相关，自1997年1月至2008年
12月阶段， 两者相关系数高达
0.82。 但是两者价格在2009年之
后却是呈一定相反趋势， 而这一
切都是由页岩气产量暴增所致。
页岩油的产量爆发式增长， 导致
美国轻质原油的供给量大幅增
长， 逐渐在替代美国对进口轻质
原 油 的 需 求 ， 从 而 导 致 WTI 与
Brent价格形成结构性的脱离。
美国原油产量自1989年1月
以来首次突破800万桶/天， 产量
的持续增长导致商业原油库存不
断攀升，截至11月22日，商业原油
库存为3亿9142万桶。尽管取暖油
的需求高峰已经来临， 但是供给
增速远超出需求增速导致WTI在
上周曾下行至92美元/桶下方。 如
果未来美国原油产量持续保持在

800 万 桶/天 上 方 ， 这 将 会 导 致
WTI面临长期的下行动力， 最终
价格可能会下行至页岩油的边际
成本。 因此，在中长期WTI跌破90
美元/桶将会是大概率事件（
前提
是美国政府不会修改或废除在上
世纪70年代制定的原油出口禁
令）。 与此同时， 库欣到USGC的
管道运输效率的提高预计对WTI
的价格提振作用有限，因为目前
PADD2运输瓶颈问题已经不再
是压制WTI价格重要因素， 这一
点从LLS对WTI的价差可以验证。
随 着 Keystone XL South Leg、
Seaway Twin以及Ho-Ho管道 的
投入使用，预计在2014年年中北
美的管道运输系统将会变得非
常高效。
在达成限制性伊朗核计划协
议之后，Brent油价不跌反涨，一
方面来自于多年的制裁严重减缓
了伊朗对生产设施的投入， 导致
市场预期伊朗原油回归至国际原
油市场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另一
方面是当前利比亚石油出口量仅
为13万桶/天， 而在5个月之前这
一数据为130万桶/天， 利比亚形
势反复恶化在一定程度抵消了伊
朗对油价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
政府的财政困境可能会促使政府
与民兵组织达成一致， 届时利比
亚石油出口量有望逐步恢复，这
可能会对Brent油价构成下跌风
险。 冬季需求高峰来临或在一定
程度抵消前面所提的下跌风险。
因此，Brent的走势更多取决于利
比亚石油回归市场的速度， 预计
短期Brent或在105-115美元/桶区
间运行。 尽管伊朗核问题谈判取
得阶段性胜利，但是对Brent油价
的短期影响有限， 伊朗对油价产
生实质影响或将取决于何时伊朗
原油出口量大幅上升。

东证期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一览（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综合指数
金属分类指数
农产品分类指数
化工分类指数
有色金属分类指数
油脂分类指数
豆类分类指数
饲料分类指数
软商品分类指数

收盘
１２８８．６８
８４５．５５
９３９．９２
６３２．９４
８５２．９６
１１６６．３９
１３２８．６０
１４１５．０８
１３５４．９０

注：东证期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
综合指数，是涵盖国内三大商品期货
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所有活跃品种的
交易型指数，指数以各品种主力合约
为跟踪标的， 采用全年固定权重法，
基期为2006年1月4日， 基点1000点。
东证期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分类指
数， 以不同的商品板块进行分类统
计，编制方式与综合指数一致，但基
期各不相同。

较前一日涨跌
０．７３
３．７８
－０．８３
－２．２７
４．４７
０．６０
－０．２１
－１．８３
－２．５９

较前一日涨跌幅
０．０６％
０．４５％
－０．０９％
－０．３６％
０．５３％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９％

周二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各品
种行情进一步呈现出分化之势， 金属
分类指数继续其强劲表现， 而化工分
类指数则再现疲软。 今日上涨前三的
品种有沪金、沪锌和沪铝，涨幅分别为
1.01%、0.74%和0.5%；今日下跌前三的
品种有塑料、白糖和PTA，跌幅分别为
0.7%、0.33%和0.27%。 综合影响下，东
证商品期货综合指数较周一微涨
0.06%，收报于1288.68点。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易盛农期指数 ７７２．０８
易盛农基指数 １０８１．９１

最高价
７７２．９４
１０８２．６７

最低价
７７０．７３
１０８０．８８

收盘价
７７１．９９
１０８２．１４

涨跌 结算价
－２．１１ ７７２．０２
－１．１６ １０８１．７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