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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河南旱情：秋粮减产或有限
7月以来，河南、山东、陕西、内蒙古、山西、新疆等12个省区遭遇严重干旱，持续多日、致农作物受灾面积逾7000万亩的旱
情正迅速蔓延。 为了解旱情对作物的危害情况，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赶赴河南，深入田间地头了解详情。
河南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目前小麦已经收割，换种玉米。 因此，干旱对农作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玉米生长的影响
上。 为全面考察河南作物生长情况，记者分别选择豫北的新乡市延津县、南部的驻马店（
途径漯河、西平等地）进行调研。
□本报记者 官平 王朱莹
“
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谚语说：七月十
五定旱涝， 八月十五定收成。 马上立秋
了，如果再不下雨，就绝收了，如果下雨
的话还能收上四成。 ” 8月6日，河南省驻
马店市驿城区沙河店镇大路陈村的一位
农民老陈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因当
地的水渠离其所种玉米地较远， 浇灌不
便，只能无奈坐视玉米遭受干旱摧残。
让老陈惊喜的是，8月7日立秋，遭受
持续干旱的河南省终于“望穿秋水” ，在
“天公作美” 和人工增雨的帮助下，河南
省大部分地区普降小到中雨， 局部大到
暴雨。 河南省气象台同时表示，近几天的
降雨将对缓解旱情起到有利作用。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最
新数据表明， 由于前期降雨以及通过采
取抗旱措施，农业旱情得到一定缓解，但
全省受旱面积仍处高位,截至8月4日，全
省秋粮受旱面积2714万亩，其中重旱863
万亩，主要集中在平顶山、许昌、周口、南
阳、开封等地。
中国证券报记者的实地调研了解，目
前河南省部分西南地区旱情严重，但整体
受灾面积占比不大，尤其是上半年小麦增
产，豫北保收无虞，全年粮食有望与去年
持平。 此外,据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玉米远
月期价受近期华北干旱天气带动明显走
强,不过天气预报显示本周局部将迎来降
雨缓解旱情，其短期上行空间或有限。

新乡市延津县:玉米影响有限
8月6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赴调研第
一站——
—豫北地区的新乡市延津县。 延
津县是中国农业大县， 延津小麦闻名中
外，被称为中国小麦第一县，当季主要种
植玉米。 延津距离郑州近百公里，公路两
边是绿油油的玉米地， 玉米秆已经超过
成年人的高度（目测在2米至2.2米）。
本报记者在沿途路边玉米地上发
现，由于7月30日的强降雨，土壤仍有湿

图为驻马店市向西沿途玉米地
湿的感觉，拿在手里并不容易散，玉米叶
也并未受到干旱影响而枯黄， 剥开玉米
穗，颗粒也比较完整。
延津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兼新乡市
惠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海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目前当地种植的玉
米正处抽雄吐丝期，是使用灌溉、穗肥追
肥的关键时期， 接下来的灌浆期更需要
充足水分使得颗粒饱满。
假如肆虐中原的干旱持续下去，后
果不堪设想。 但李振海表示，其所在的
延津以及豫北其他地区， 今年旱情并
不如去年严重 （去年7月20日至10月
30日持续超高温、不降雨），数日前强
降雨更加缓解了旱情， 另外由于豫北
地 区 灌 溉（主 要 为 提 灌 、 井 灌 ） 条 件
好，玉米种植为精耕细作，今年玉米品
质要好于去年， 产量有可能与去年持
平，甚至超过去年。
“
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雨吃饱
饭。 ” 李振海说起这句农谚，说的是农历
五月出现旱情可能是好事， 因为一定程
度的干旱能使农作物根系向土壤深层发

本报记者 官平 王朱莹/摄
展，为后期生长打下良好基础，还能大幅
加强作物的抗灾能力。
他认为，在玉米生长初期遇到干旱
是好事， 在抽雄过后的灌浆期在需要
大量水分， 且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与往
年相比变化不大， 夏季持续高温天气
并没有去年那么久， 因此对豫北地区
产量影响较小。
他指出，由于豫南地区灌溉条件相对
较差，不少地方农作物种植“
望天收” ，在
这次干旱中影响可能较严重，但豫北地区
玉米单产高，质量更优，种植面积在全省占
30%至40%，两者增减对冲，预计对河南整
体秋收玉米产量影响有限。

驻马店市:玉米干瘪少粒
驻马店位于河南中南部，北接漯河，
南临信阳， 地处淮河上游的丘陵平原地
区，也是重旱区之一。
在驻马店郊区， 沿途四处可见玉米
地，途径驿城区沙河店镇大路陈村时，记
者考察发现， 尽管从顶端望去玉米地是
绿油油一片，但走至近处可发现，玉米秆

根部第一至四叶早已泛黄， 根茎细小易
折，地下的土壤久旱缺水因而固化成块，
当地玉米已进入灌浆期， 但生长出的玉
米干瘪少粒。
记者继续向距离重旱的平顶山地区
较近的舞钢县行进， 途径当地的板桥水
库。 该水库位于淮河支流汝河源头，是一
座以防洪为主，兼有城市供水、灌溉、水
产养殖、 水力发电及旅游等综合效益的
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放眼望去，水库中水
流尚可，但据当地居民介绍，水库中水位
平时均达到照片中左侧的水草位置，近
期水位因干旱下降严重。
在记者越向西行进， 玉米地的受灾
情况愈加严重。 沿途水渠干涸，玉米地里
因为严重干旱已经大片倒塌， 大部分玉
米秆不出穗不长粒， 长粒的也是干瘪亮
寡， 有些长粒的玉米棒子甚至发生了虫
害。 “
这基本就是绝收了，即使下雨也无
力回天了， 西南部的干旱对于农作物的
影响确实很大， 但整体受害面积占比还
有待官方权威数据的发布。” 中原期货分
析师刘四奎感叹。

铁合金“
双胞胎” 问世 “
双8日” 现套利良机
□本报记者 王姣
8月8日，硅铁、锰硅期货合约赶着良
辰吉日降生了，“哥俩” 也是国内首批上
市的铁合金期货品种。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
士认为，铁合金期货可称之“小合约、大品
种” ，一方面，我国是世界铁合金生产第一
大国和世界铁合金消费第一大国，现货企
业的套期保值需求强烈；另一方面，两合
约入市门槛较低，将有利于相关企业积极
入市并实现风险管控， 未来活跃性可期。
此外， 硅铁及硅锰挂牌价均高于现货价，
上市首日或出现良好的套利机会。

流动性值得期待
据郑商所通告，硅铁、锰硅期货合约自

2014年8月8日起上市交易，首批上市的硅
铁、锰硅各合约挂牌基准价分别为6000元/
吨和6650元/吨。通告还明确，硅铁、锰硅期
货上市当日涨跌停板幅度均为合约挂牌基
准价的±8%，交易保证金均为5%。
“
从流动性来看， 考虑到交易所保证
金最低5%，基准价在6000元/吨左右，1手5
吨，一手保证金约为2000-3000元左右，这
种小合约入市门槛较低， 对于流动性而言
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 光大期货研究员唐
嘉宾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银河期货研究员张媛同时表示，厂库
和仓库分布相对合理，吸引生产企业和消
费企业等产业客户参与。 所以流动性应该
有一定保障。
不过国泰君安期货高级研究员刘秋
平也认为， 考虑到这两个品种体量太小，

去年硅锰产能为1100万吨， 硅铁产能为
580万吨；同时，市场认知度不高，铁合金
主要作为钢铁生产和铸造业的脱氧剂、脱
硫剂及合金添加剂的中间原料，下游用户
基本是钢厂，市场认知度远不及螺纹钢和
铁矿石，预计此品种活跃度不会很高。

首日现套利良机
业内人士认为， 期货基准价偏高，这
一点将在上市初期吸引一些投资者参与，
同时投资者还可关注是否存在同品种跨
月套利的交易机会。
“从挂牌价格来看，硅铁6000元/吨，
较内蒙的现货价格高200元/吨左右，硅锰
6650元/吨， 较广西的现货价格高200元/
吨，总体来看，可能价格会略有走弱。 ” 唐
嘉宾认为，首日的投资机会可能会有期现

套利，以及逢高可小幅空单尝试。
刘秋平指出,从套利机会来看,硅铁
存在保存周期相对较短、 且主产区宁夏9
月产能集中投放等压力，而硅锰主产区广
西、 贵州等地却存在丰水期转枯水期、电
费成本上涨等支撑， 所以从这两个品种
之间的强弱对比来看， 买硅锰抛硅铁的
套利机会值得投资者关注。 而从原料和
成品的关系来看， 近期国家密集发布淘
汰落后和环保治理政策， 显示官方层面
淘汰钢铁落后力度有望加大， 从市场层
面来看， 今年财务费用高企造成企业资
金链断裂， 从而引发钢厂减产停产的情
况也屡见不鲜。 可以认为，后期钢铁供给
端的收缩或将带来买成材空原料的机
会， 那么买螺纹钢空硅铁和硅锰也不失
为一种操作策略。

■“失意” 品种盘点（四）

美报告开启“农弱” 节奏 芝加哥玉米持续走弱
□本报实习记者 叶斯琦
进入5月以来，美国期货市场的棉花、
大豆、 小麦等品种相继达到阶段高位，旋
即又踏上了绵绵下行路。 作为农产品的一
员，美国玉米期货亦难逃熊途，近三个月
的累计跌幅高达28.42%。
“
从时间点上看， 美国农业部的报告
是各品种走出同一弱势节奏的原因。 ” 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指出，
5月美国农业部（USDA）发布报告，对新
年度农作物的产量、 需求等情况做出预
期，报告显示农产品整体供需平衡情况不
容乐观， 令期货价格承压。 以玉米为例，
USDA报告指出，2014年度玉米种植面积
预估值达到历史新高，6月末的季度报告
又显示库存意外增加，致使玉米期价连连
下跌。 如果未来玉米需求有所改善，期价
可能走出盘跌局面，开启修复行情。

玉米期货下跌28.42%
5月以来， 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玉米期货合约“
阴雨绵绵” 。 8月4
日，美国玉米指数收于368.2美分/蒲式耳，较
5月9日的阶段高点已累计下跌28.42%。
“美国玉米旧作库存高于市场预期，
同时产区近乎完美的天气推高了玉米丰
产预期，这是压制美国玉米期价的主要原

因。 ” 华泰长城期货分析师范红军认为。
南华期货分析师何琳指出，5月美国农
业部供需报告中给出2014年度的面积预估
值达到历史新高后，玉米期价便走入绵绵下
跌的行情。不仅如此，美国农业部6月末的季
度库存报告也意外增加，这对基本面原本不
佳的玉米期价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同时，美国玉米自播种以来天气持续
良好， 美国玉米优良率一直处于历史高
位。 中粮期货研究员孟金辉告诉记者，今
年美国玉米单产达到创纪录的170蒲式耳
/英亩以上， 当前大多数美国公司都在分
析这一情况对后市的影响。 同时，美国玉
米种植面积虽较去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
历史第4高位，结转库存巨大。
美国农业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6
月初美国玉米库存达到38.5亿蒲式耳，相
当于9775万吨，高于分析师在报告出台前
所预期的37.22亿蒲式耳。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8月以来，美国玉
米期货有所企稳。 8月的前4个交易日，主
力合约累计上涨了1.96%。 有市场人士表
示，由于之前俄罗斯宣布禁止进口对俄罗
斯制裁国家的农产品，此举提升了市场的
不确定性，并引发空头回补反弹。 俄罗斯
是主要小麦出口国，小麦期货率先止跌走
好。 按照谷物同步的节奏，玉米有技术反
弹的需求，因此跟随了小麦期货的升势。

孟金辉认为，数据显示，今年7月降雨
量不及正常量的65%，同时天气预报显示，8
月降雨量也许不及预期， 因此价格有所回
升，这也是玉米期价近期反弹的原因之一。

美报告开启农产品弱势节奏
进入5月以来， 外盘农产品期货进入
普跌状态。 除玉米外，棉花、大豆、小麦等
品种， 均在5月达到阶段高位之后开启了
一波下行行情。 为什么外盘农产品5月以
来不约而同地走弱呢？
“
5月，美国农业部发布报告，对新年度
农作物的产量、需求等情况做出预期。 报告
显示农产品整体的基本面情况令期价承压。
从时间点上看，美国农业部报告是各品种走
出相同弱势节奏的原因。 ” 何琳说。
孟金辉也表示，2014年年初， 由于乌克
兰局势紧张，对冲基金认为粮食价格将走高，
因此增加小麦、 玉米等部分农产品净多
头头寸， 美国的基金在农产品中持仓居
高不下。 自5月开始，市场意识到美国农
产品将迎大丰收， 对冲基金才开始大举
削减多头持仓。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最新报告显示，截至7月29
日当周， 对冲基金及其他大型投机客
持有的CBOT玉米期货净多头头寸减
少20604手至65780手，为连续第三周

下滑。 其中，非商业多头持仓升至436737
手，空头持仓升至370957手，总持仓增加
41581手至1383027手。
市场人士认为，自5月初以来，美国玉米
期货空头持续增仓， 而多头反击能力较
弱——
—多空力量由当时的45万手对12万手，
已转变成当前的43万手对37万手。 因此，从
期价走势来看，也是一路向下调整为主。
对于美国玉米期货的后市表现， 何琳
认为，美玉米可能出现超跌反弹，下半年的
出口和饲料需求状况仍是主导因素。如果需
求面有所改善， 期价可能走出盘跌局面，开
启修复行情。同时，如果美豆期货走强，也可
能带动玉米出现协同上涨效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基金持有
的多头头寸仍比较大， 若出现极端情况，基
金集中平掉其手中的多头头寸时，仍会对市
场形成较大冲击。 ” 孟金辉说。（本系列完）

绿卡持有者参与期货交易放行
□本报实习记者 张犀
5000名中国绿卡持有者本
月起可以在中国市场进行期货
投资了。
7月30日，中国期货保证金
监控中心对四家期货交易所、上
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及各期货
公司发出通知, 根据中共中央
组织部、中国证监会等25部门
联合下发的 《关于印发<外国
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
待 遇 的 办 法 > 的 通 知 》（简 称
《通知》），持有《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的境外客户在国内办
理期货业务享有与中国公民
同等权利和义务，可以参与期
货市场交易。
虽然对业务本身并不陌生，
但对于境外永久居留人士这一
尚无先例的服务对象，各公司在
业务流程上还是有些无从下手。
接到通知后，多家期货公司召集
各业务单位、各部门召开研讨会
议，对《通知》内容进行解读。
广州一家期货公司营业部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已经有人
上门询问开户事宜，按照以往的
业务经验，开户并不困难，两天
时间便能办妥。“现阶段只需带
上《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和护照
就可以来我司开户了。 ”
根据通知，持有《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 的境外客户可以通
过国内期货公司办理开户手续，
申请期货交易所交易编码；这类
客户应当以 《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 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申请
开户，所在国护照等其他证件为
辅助证明材料。
通知还说明，此类境外客户
在中国期货市场开户，应当遵守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期货
市场客户开户管理规定》 等规
定，同时还应符合实名制、合乎
期货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以
及开户申请资料真实合法、完整
有效等条件。
“走流程不是问题，主要是
对这类客户的投资者教育，要做
很多准备工作。 ” 创元期货客户
服务中心经理马小叶表示，虽然
国内期货交易氛围不如国外浓
厚，但国内外的市场是存在一定

区别的，比如政策法规、品种合
约设计、 股指期货50万入场门
槛等等，都有差别；这些对境外
客户来说，有一个熟悉过程。
“按照5000人规模来算，最
终进入这个市场的有1500人就
很不错了。 ” 一位期货IB业务人
士表示。
“目前，在华常住的外籍人
口已达60万。 由于中国绿卡门
槛苛刻， 只有少数人有资格拿
到。 ” 一位熟悉外籍管理人士表
示， 自从2004年颁布以来，《外
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
办法》没有进行过重新修订；不
过近日中组部表示，有关部门正
积极研究修改绿卡审批管理办
法，降低绿卡门槛，设置更加灵
活务实的申请条件，加大吸引海
外人才的力度。
“出台投资政策的是金融
部门，其初衷可能还估计不到招
揽海外人才这个层面，这一政策
更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资本市场
的对外开放，资本账户的开放是
金融开放的重要内涵之一。 ” 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
济主管高连奎表示。
“这一政策和当前监管层
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思路是一
致的。未来，无论对内对外，金融
开放力度会越来越大。 ” 华中一
家期货公司总经理表示， 目前，
在上海自贸区，已经有现货交易
所尝试“国际版” ，将业务结算
纳入自由贸易账户体系。
资本账户的开放， 已有
QFII、QDII、沪港通、自贸区自
由账户体系等政策先行。 “从
影响上来看， 新政策可能不及
这几项政策， 政策独立性也较
强。 ” 华南一家大型期货公司
研究部副总解释说， 因为这个
文件主要针对是个人投资者，
就如开放台湾居民可以参与A
股一样， 主要是为了完善一些
投资者结构， 但是这个群体的
个人投资者总量还是有限。“也
不排除一些外资机构在进入期
货市场程序复杂的情况下，通
过可靠的个人间接进入市场的
可能， 但是这存在资金安全风
险， 所以应该也不会有太大操
作空间。 ” 他说。

大商所夜盘首月运行稳健
自2014年7月4日正式推出
棕榈油和焦炭夜盘交易， 大商
所夜盘交易迎来“满月” 。 截至
8月6日，一个月来，大商所夜盘
交易稳健运行， 市场功能完善
效果显现。
统计数据显示，大商所夜盘
推出首月累计共有150家会员的
6.7万个客户参与交易，首月夜盘
小节累计成交量380万手 （单
边， 下同）， 其中棕榈油成交
276.6万手，焦炭成交103.4万手。
从运行一个月的情况看，夜
盘品种的市场运行质量和效率
有了明显提升。一是客户参与积
极，首月参与夜盘交易客户数占
推出夜盘品种月全部交易客户

数的65%，占大商所月全部交易
客户数的29%；从单位客户参与
程度看，棕榈油品种本月交易排
名前十的单位客户中有8个参
与了夜盘交易，焦炭本月成交前
10名的单位客户中有5个参与
了夜盘交易。二是夜盘品种流动
性有所提升，棕榈油和焦炭夜盘
交易量占该品种总交易量的比
例分别为43.08%和16.4%，其中
棕榈油交易量由上月的404万
手 增 加 至 642 万 手 ， 增 幅
58.91%。 三是夜盘品种波动理
性平稳，价格跳空明显收窄。 夜
盘首月，棕榈油和焦炭的日盘与
夜盘价格平稳对接，日盘开市几
无跳空。 （王姣）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2014年8月7日）
指数名
商品综合指数
农产品期货指数
油脂指数
粮食指数
软商品指数
工业品期货指数
能化指数
钢铁指数
建材指数

开盘价
934.12
637.32
1449.96
805.58
815.53
772.52
608.00
699.05

收盘价
78.25
938.44
639.83
1451.84
804.75
818.79
774.84
609.02
699.17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78.22
0.03
0.04
940.87 934.05
934.05
4.39
0.47
641.68 637.18
637.18
2.65
0.42
1455.81 1449.40 1442.92 8.92
0.62
807.49 804.21
802.65
2.10
0.26
821.73 815.53
817.19
1.60
0.20
776.94 771.65
772.79
2.04
0.26
613.49 608.00
608.26
0.76
0.13
703.75 699.05
699.11
0.07
0.01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2014年8月7日）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易盛农期指数 1082.96 1086.1 1080.91 1081.18
易盛农基指数 1188.42 1191.25 1184.02 1184.98

涨跌
2.17
-0.13

结算价
1083.21
1186.7

东证期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一览（
2014年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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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48
829.03
858.06
554.61
865.55
1039.02
1252.84
1401.58
1169.12

较前一日涨跌
3.88
2.24
3.27
1.44
1.81
4.3
6.62
11.41
2.94

较前一日涨跌幅
0.32%
0.27%
0.38%
0.26%
0.21%
0.42%
0.53%
0.8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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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整体呈现出震荡向上格局，其中，饲料分类指数在隔夜
美盘的带动下表现相对较强。截至昨日收盘，上涨前三的品种有豆粕、黄金和天然橡胶,涨
幅分别为1.16%、1.01%和0.81%； 下跌前三的品种则有塑料、 大豆和螺纹钢, 跌幅分别为
0.77%、0.22%和0.13%。 综合影响下，东证商品期货综合指数较周三上涨0.32%,收报于
1199.48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