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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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7 78.25 0.12 0.15

农产品期货指数

938.55 938.65 938.83 935.98 938.44 0.21 0.02

油脂指数

640.04 639.75 640.76 637.94 639.83 -0.07 -0.01

粮食指数

1449.59 1456.08 1456.44 1449.29 1451.84 4.24 0.29

软商品指数

800.15 801.10 803.19 800.15 804.75 -3.65 -0.45

工业品期货指数

818.05 816.79 820.91 814.99 818.79 -2.00 -0.24

能化指数

776.03 775.73 778.86 772.68 774.84 0.90 0.12

钢铁指数

609.15 606.45 610.84 604.75 609.02 -2.57 -0.42

建材指数

699.61 696.13 700.42 694.97 699.17 -3.05 -0.44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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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68 1078.60 1072.65 1073.06 -10.15 1075.04

易盛农基指数

1181.90 1183.44 1175.06 1175.67 -11.03 11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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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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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广发银行在股份

制银行中率先推出首张单位结算

卡———捷算通卡， 近日广发银行升

级推出银联版捷算通卡， 满足企业

客户跨地区、 跨银行资金结算的需

求， 实现对公结算

7×24

小时跨行通

存通兑，为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

的金融服务体验。

创新推出银联版捷算通卡，随

时随地办理对公结算

为紧紧把握市场对单位结算卡

的功能诉求， 深入挖掘单位结算卡

产品的创新和发展空间，

2014

年广

发银行与中国银联密切合作， 迅速

完成了银联

BIN

号申请、 卡板设计、

功能开发等工作， 创新性地在股份

制同业中推出银联版捷算通卡，这

无疑是众多企业客户的福音。 银联

版捷算通卡可以满足企业用户在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对公结算交易

的需求。 交易渠道不再局限于广发

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及

ATM

、

POS

机，

还可借助银联网络在全国任何带有

银联标识的

ATM

机办理取现、转账、

银联

POS

消费，真正实现了对公业务

的

7x24

小时办理及自助结算。

特色功能带来高效便捷、 安全

贴心的服务体验

作为一家多年专注于服务中小

企业的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广发

银行以建设中国最高效中小企业银

行为战略愿景， 不断创新中小企业

服务方式、提升中小企业服务体验、

助力中小企业做强做大。 广发银行

捷算通卡适用客群广， 对公客户在

开立单位结算账户后， 均可申请开

立捷算通卡； 且企业可以根据财务

管理权限的需要， 为不同的分支机

构开立副卡组合使用。 广发银行全

国所有营业网点、 银联

ATM

、

POS

机

均可受理持卡单位客户的业务办

理。 客户一卡在手，可享受免验核印

鉴操作服务， 并具有账户查询、

POS

消费、转账汇款、现金存取、智能理

财等多种功能。 广发银行的捷算通

卡还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色：

特色一： 对公结算全国

7×24

小

时跨行通存通兑。 通过捷算通卡，单

位客户可在国内任意银联渠道 （包

括银联

ATM

、

POS

机及银联柜面通渠

道）进行对公结算业务办理，满足单

位客户跨行现金存取、 跨行转账汇

兑、银联

POS

消费、跨行账户查询等

功能，率先实现了“就近办理对公业

务、

7×24

小时贴心服务”。

特色二： 捷算通卡以刷卡输密

码的结算方式， 代替了传统的填写

票据单证并核验印鉴的结算方式，

方便了客户， 减少了客户柜面排队

的等候时间， 是对单位客户传统支

付工具的更新和升级， 实现了便捷

支付。

特色三： 捷算通卡充分考虑了

企业客户资金管理的特点， 提供了

主、副卡模式。 一个单位可申请一张

卡管理本单位的所有账户， 也可为

某一个账户申请办理多张结算卡，

以便资金的及时归集和灵活管理。

特色四： 多重保障确保企业资

金安全。 捷算通卡可通过多种途径

控制风险： 客户可以针对不同的持

卡主体设置不同的支付限额及账户

管理权限； 客户可为捷算通卡预设

定向交易账户； 广发银行免费为捷

算通卡持卡人开通账户变动短信通

知服务， 企业负责人可实时通过短

信掌握账户收支情况。

解决连锁型企业现金管理难题

“广发银行的捷算通卡很方便，

给我们企业的结算、贷款、理财带来

很大便利及效率提升！ ”总部在广州

的某连锁店财务总监王总表示，企

业只需要开立一张捷算通卡主卡、

通过为每个门店配置一张捷算通卡

副卡， 就可以实现门店随时在银联

ATM

取款和转账， 避免门店工作人

员在银行营业网点排队等待； 每天

营业结束后， 门店工作人员都可以

持捷算通卡在附近的广发银行自助

设备存入当日营业款， 不受银行对

公营业时间限制。 “各门店的营业款

存入捷算通卡后， 资金全部实时汇

总到总部账户， 现金管理高效、安

全、快捷！ ”

在使用捷算通卡之前， 这家企

业在现金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导

致效率低下。 该企业在广州有

50

余

家分店， 门店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

到银行支取店面的日常开销并及时

把销售款存入总部账户。 现实情况

是到银行排队以及填写支票耗时、

耗力， 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为此须

在每个门店设立专人负责店面的日

常资金运营，加大了企业运营成本。

其实，如何快捷、高效、安全的对连

锁模式下各分支机构进行现金管理

已成为银行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持续功能升级

下一步，广发银行将继续“以客

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持续

提升银行支付结算服务能力为目

标，在有效控制产品风险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银联捷算通卡的各项功

能，为单位客户提供安全、便捷的支

付结算产品。 据悉，接下来捷算通卡

将新增两项功能：一是融资功能，贷

款额度一经审批， 客户可随时通过

企业网银、 小企业手机银行自助办

理出账和还款， 按日计息， 随借随

还。 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

且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合理安排

资金使用，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二是

对公智能理财功能， 客户开通理财

功能之后， 只要账户达到一定的余

额系统会自动为客户申购理财产

品， 客户需要资金周转时可随时赎

回， 在不影响用户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为用户谋取更大收益。

为中小企业客户竭诚服务、解决

难题一直是广发银行的服务宗旨和

践行理念，未来广发银行将继续用心

服务中小企业， 不断提升客户体验，

做中国最高效的中小企业银行。

对公结算易 一卡万事通

———广发银行推出银联版单位结算卡

—企业形象—

国际油价大起底：纸牌屋里的资本魅影

□本报实习记者 叶斯琦

今年3月，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博弈处于白

热化之际，美国能源部突然宣布，为测试美国石

油系统应对石油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的能力，

美国决定释放战略石油储备500万桶。 消息一

出，当天纽约商业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

货价格暴跌逾2%。

尽管白宫声称这一测试与美俄在乌克兰问

题的争端无关， 但这一意外举动仍被外界视作

美国对俄罗斯释放的“警告信号” 。

其实，无论是作为进口国还是出口国，原油

对于美国而言，都不仅仅是一种普通商品。由于

具有金融属性和政治属性， 原油及其衍生品成

为美国追逐资本利益的场所、 制约对手的武器

和维系同盟的工具。

“对石油定价的控制可能是除海洛因定价

之外世界上最秘而不宣的行当。 ” 美国著名地

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指出，过去

20多年来，石油价格上涨或者下降，跟供给和需

求基本上没有关系。

如果说， 石油的金融属性使得华尔街集团

可以通过原油期货市场的定价权来获取暴利，

那么石油的政治属性使得石油对于美国而言，

更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利器。

2014年7月，美国银行的一份报告称“美国

成为最大原油生产国” ， 并可能就此放开长达

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报告

的表述带有一定随意性，解读也不够准确。不过

即便如此， 此后纽约原油指数五个交易日下跌

了3.22%。

当“山姆大叔” 成为最大产油国时，原油市

场会怎么样？

原油期货：资本大鳄的逐利场

2014年7月4日，一则“美国成为最大原油

生产国” 的消息吸引了国际原油市场投资者的

目光。 消息称，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采

用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油气， 帮助美国油气产

量在过去七年连创新高，预计今年上半年，美国

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产量已超过其他国家，“令沙

特和俄罗斯都甘拜下风” 。 消息还表示，美国商

务部最近批准特定类型石油出口， 这表明美国

可能就此放开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

“此说法应该来自于美国银行， 不算是官

方表态。其统计口径包括原油、凝析油以及其他

初级液态燃料， 但后者并不被美国政府部门视

作原油，这也是其能够出口的原因。 而且，美国

银行的观点和美国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并不吻

合。 从政府数据来看， 目前美国原油日产量为

850万桶左右，与第一、第二大产油国俄罗斯、沙

特仍有不少距离；但从美国银行的数据来看，目

前美国原油日产量在1050万桶上下， 已为全球

第一大产油国。 ” 华泰长城期货研究员刘建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美国银行这份报告的解读可能带有一

定随意性，不过，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在报

告公布后的七个交易日里，NYMEX原油指数

共有五个交易日下跌，跌幅为3.22%，并一度下

探至近两个月最低值。 连续下跌过程中不乏相

关信息的影响。

其实，在原油期货市场上，美国资本集团对

原油期货价格的影响力可谓明显。

2006年7月， 高盛公司改变了能源所占权

重很高的高盛商品指数。 此举使包括对冲基金

在内的大型基金在面临巨大亏损压力下，被迫

迅速调整投资组合，慌忙出售石油，从而导致

油价大幅下跌。

类似手法在粮食领域也有淋漓尽致的表

现。 2003/2004年度， 美国农业部的一份报告

“纠正” 了该年度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大幅增加

的市场观点， 导致芝加哥期货市场大豆价格高

歌猛进， 中国大豆压榨企业不得不在高价位签

订大量进口合同。可是几个月后，美国大豆丰收

的事实使大豆价格下跌，保守估计，中国大豆加

工企业因此损失40亿元。

作为金融属性极强的大宗商品， 原油在金

融市场上的表现影响着市场对后市现货价格的

预期， 进而影响了石油公司向市场释放的石油

总量。 华尔街资本集团掌握了期货市场上炒买

炒卖的能力，这可能导致原油供求扭曲，价格忽

上忽下。

对此，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威

廉·恩道尔指出，20多年来， 石油价格上涨或者

下降，跟供给和需求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被高

盛、 摩根大通、 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投行控制

的。 通过在纽约、伦敦等地的期货市场，这些公

司可以随心所欲地影响价格。

“对石油定价的控制可能是除海洛因定价

之外世界上最秘而不宣的行当。 ” 恩道尔说。

油价控制：一种制敌的武器

如果说， 石油的金融属性使得华尔街集

团可以通过原油期货市场的定价权来获取暴

利， 那么石油的政治属性使得石油对于美国

而言， 更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利器。

恩道尔曾表示，对于美国而言，控制石油价

格比保证供应安全更具有战略意义。

在不少学者看来，最有名的一次博弈发

生在上个世纪末。 美国学者彼得·施瓦茨尔

在其 《胜利———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秘密战

略》一书中透露，美国政府曾针对前苏联在

经济上对石油出口高度依赖的现实，设法压

低石油价格， 以期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

1990年，美国从自己的战略储备中疯狂抛售

了500万桶石油，国际油价闻声而动，每桶下

跌了2美元， 这使得的前苏联经济进一步跌

入了深渊。

同样的剧情今天似乎仍在上演。

俄乌争端是当下国际诸方力量的博弈场。

今年3月6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克里

米亚将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 乌克

兰当局随即宣布克里米亚议会决定非法。 在争

取外交途径化解乌克兰危机之际， 美国等西方

国家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

3月12日，美国能源部宣布，为测试美国石

油系统应对石油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的能力，

美国决定释放战略石油储备500万桶。 消息一

出，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

货价格下跌逾2%，收于每桶97.99美元。

尽管白宫声称这

一测试与美俄在乌克

兰问题的争端无关，但

这一意外举动仍被外

界视作美国对俄罗斯

释放的“信号” 。

“此举的时机使

其看起来像是对着俄

方发出的警告信号，” 法国兴业银行全球石油

研究主管迈克尔·维特纳在纽约说。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柏林演讲时也表示，

“对俄罗斯的最强制裁可能是美国抛售战略储

备库石油。增加市场供应后，华盛顿可能让油价

大幅下跌，以此减少俄罗斯石油收入。 ”他还补

充说，为了平衡预算，俄罗斯需要油价保持在不

低于每桶100美元的价位上。

目前，俄罗斯是世界上头号石油开采国。据

俄罗斯统计署资料，1月份， 俄罗斯每昼夜开采

1034.3万桶油， 排名第二的沙特阿拉伯每昼夜

产油962.8万桶。 石油在俄罗斯出口中所占比重

大约是34.4%。

石油外交：一种政治资本的交换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

的利益。 ” 这句政治名言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

美国石油外交的特点。对原油进口国，美国以能

源换合作；对产油国，美国以合作换能源。 交换

之间，美国获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通过油气资源，美国提升了日本、欧洲等国

家和地区的向心力。 模糊表态是美国在能源外

交中游刃有余的手法。2012年，奥巴马多次暗示

考虑向日本出口天然气， 日本此后的两任首相

都将争取美国天然气出口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

目标，在众多问题上不得不受美国牵制。

2012年4月30日，有报道称，时任日本首相

的野田佳彦在日美首脑会谈上希望美国允许

出口液化天然气，当时奥巴马表示“这在政治

上是个棘手的问题，需要看看情况再说。” 一个

月后的5月30日， 美国政府称已通知日本政府

暂不批准出口美国产天然气。 而2013年5月17

日，又有消息称，美国批准了得克萨斯州的一

个对日天然气出口项目，预计从2017年就将开

始对日出口。

其实，时至今日，美国在对日能源出口问题

上仍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曾在多个场合不断要求美国兑现天然气出口的

承诺，但美方总是含糊其词。

而对于欧洲， 能源也是美国换取合作的筹

码。随着石油开采的进行，石油项目招标在中东

地区较为常见。 美国在该地区的控制力毋庸置

疑。有分析人士指出，石油项目招标活动其实带

有一定“论功行赏” 的性质，可以促使欧洲在国

际问题上与美国合作。

而面对中东地区的产油大国， 美国常常通

过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甚至威胁，来换取

能源合作。

“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导权，使

得中东、 北非等主要产油国对其依赖程度一直

较高，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以及尼日

利亚等西北非世俗政权能够维持稳定， 基本依

赖于美国对地区平衡的控制和对其政权的支

持， 其原油低价出口可以算作是与美国的一种

利益互换。 ” 刘建表示。

例如，作为最大产油国之一，沙特阿拉伯对

美国的依赖较为严重。在经济方面，沙特丰富的

石油资源中有很大一部分依靠美国来开采、冶

炼和销售，沙特的繁荣离不开美国支持。而在政

治方面， 沙特国王也需要与美国保持战略上的

良好合作来维护王权的稳定。通过能源与政治、

经济合作之间的互换， 沙特阿拉伯成了美国在

中东的坚定盟友。

维护中国原油安全正当时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

大石油消费国，消费量仅次于美国。 2013年，中

国进口原油总量为2.82亿吨， 对外依存度达到

57.4%，是国际上原油进口第一大国。 若国际市

场上，原油价格每桶上涨1美元，中国将多支付

近130亿人民币，被动形式不言而喻。

当前的高价石油使中国在原料上耗资巨

大，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使经济和政治稳定

受到威胁。近期俄罗斯《劳动报》刊登的一篇文

章就认为，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是被操控的结果，

操控方企图给迅猛发展的中国下一个“石油绊

索” ，这一方法在上世纪末对前苏联使用过，只

不过当时不是提高油价，而是降低油价。

宝城期货研究员陈栋表示， 依靠强大的政

治、军事、金融、外交以及开采技术方面的综合

力量，占据原油及其衍生品市场的主导权，是美

国在国际原油市场取得优势的关键所在， 也是

中国可以借鉴之处。

回顾原油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历史， 光大期

货研究所所长助理李宙雷认为，历史上，由于美

国原油进口量巨大且金融领域发达， 造就了以

美国NYMEX市场的WTI原油作为全球原油贸

易定价的一种参考。 但随着美国原油独立性的

提高， 其价格更多反映了美国乃至北美地区的

供需结构， 并不能有效反映原油集中生产地乃

至全球的供需结构。 因此，2010年之后，欧洲布

伦特原油的地位逐步提高， 成为全球原油贸易

的重要基准价格。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原油进口依赖度逐年

攀升， 对于原油定价权的争夺也越来越迫切，从

美国原油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有很多地方值得

借鉴。 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原油进口量

十分巨大，与此同时，该地区缺乏有效的市场来

争夺原油定价权。因此，以此为契机，国内推出原

油期货正当其时。 ”李宙雷指出。

■ 上海有色金属指数系列介绍（五）

商品期货指数开启信托产品新领域

□兴业信托证券信托总部 云志杰

国内商品期货指数产品的推出将

会为信托产品提供新的资产、对冲工具

和产品设计组合，进一步提高信托公司

证券信托基金产品发行的竞争力。希望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有色金属指数期货

能早日推出，并能在日后推动国内商品

期货指数及商品期货指数衍生品的不

断完善，为其他金融机构的产品设计和

投资带来新的领域。

首先，商品指数将引导信托产品进

入商品市场。目前由于监管方面的相关

要求，信托产品尚不能直接投资商品期

货市场，且由于商品市场还涉及现货交

割方面的问题，使得信托与商品期货类

的投资机构始终无法开展合作。而商品

期货指数及其衍生品的推出将很有可

能颠覆这一局面。

其次， 商品指数为固定收益投资提

供对冲工具。根据基本的债券投资理论，

债券收益率与宏观经济基本面 （负相

关）和通货膨胀（正相关）同样具有高度

的相关性， 也是债券投资决策的主要参

考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商品指数衍生品

将为债券投资提供重要的宏观对冲工

具， 从而为国内债券投资的风险管理带

来全新的模式。 目前信托公司现存大量

的债券投资类证券信托基金产品， 但是

债券市场却缺乏有效的对冲工具（国债

期货成交量过小），使得债券投资只能单

边做多，风险敞口很大。而商品期货指数

则可以改变这一局面， 为债券投资机构

提供直观、便捷、有效的对冲工具。

再次， 商品指数可以丰富权益类投

资的资产标的。 目前证券信托基金投资

标的仍局限于股票市场， 股指期货和债

券市场， 作为四大类资产标的的商品一

直没有介入。 而商品期货指数为权益类

投资机构提供新的工具， 完善了

对资产的分散配置的要求。 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商品价格

可以通过经济增长、通胀、利率、

汇率等途径影响股票市场表现，

因此股票市场投资者可以采用商

品期货指数来配合自身的投资组

合，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二是对

于专注于特定行业的股票投资

者，特别是上游行业，如能源、钢

铁、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

品价格的波动将影响这些企业的利润

率；而对于部分中下游行业，大宗商品作

为其生产资料， 价格的波动则会对成本

产生影响， 因此投资者既可以采用商品

期货指数对行业走势做出判断， 又可以

将其作为对冲工具，加入投资组合。

最后，挂钩类产品一直是结构性产

品中比较普及的一类，而信托产品中有

大量的固定收入产品，如何有效地利用

固定收入产品和商品指数期货相结合

设计成CPPI型产品， 也为商品指数期

货更深入的融入到信托产品中提供了

新的机会。（本系列完。 更多报道见中

证网www.c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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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监控中心

CAFI

指数环比上涨

0.93%

至

938.65

点。 综合商品指数

CRB

延续指数连续第七周下跌，环比

下跌

0.27%

至

515.34

点。

分项指数上，上周除软商品大幅反弹外，其他分项

延续震荡整理。 饲料指数继续领涨，环比上涨

1.51%

；软

商品结束大跌，环比上涨

1.33%

；谷物指数上涨

0.59%

；

油脂指数下跌

0.24%

。

各品种周度环比变化看， 上周

CAFI

指数

11

个品种

普遍上涨。 豆类中豆粕菜粕继续反弹，豆粕上涨

2.46%

，

菜粕较弱上涨

0.5%

，豆一继续上涨

1.72%

；三大油脂横

盘，菜油上涨

0.2%

，豆油棕榈油涨跌幅不超过

0.1%

；谷

物中玉米涨幅收窄上涨

0.3%

，早稻跌幅收窄下跌

0.4%

，

强麦跌幅增加下跌

0.8%

；软商品止跌反弹，棉花在大跌

后于上周强力反弹

4.9%

，白糖继续下跌

0.85%

。

热点品种上，上周内外盘豆类表现平淡，整体呈低

位震荡走势格局。上周美国产区中北部地区出现有效降

雨，对之前的干燥状况起到缓解作用；

8

月报告市场预计

大豆单产及产量均小幅上调；并预计新豆结转库存与上

月基本持平。 连盘上周走势强于外盘，大豆涨至仓单成

本区域后走势放缓，市场较关心直补政策对现货价格的

影响；豆粕现货价格小幅走强，油厂未执行合同量重新

上升， 在新豆上市前进口大豆到港量将降至年内低点，

将有利于进一步消化港口库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