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因素施压 铁矿石延续跌势

□本报记者 官平

因忧虑终端需求不济，大连铁

矿石期货价格再创新低，截至27日

收盘， 主力合约1501报收每吨637

元，跌幅为1.39%，近月合约1409价

格报收每吨637元，跌幅超过3%。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钢材“金

九银十” 传统旺季即将到来，但从

目前终端需求来看，并未有明显回

暖迹象，在铁矿石供应继续增长以

及库存持续高位的情况下，铁矿石

价格未来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

中国“吃不下”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

国，对外依存度超过70%。全球优质

铁矿石集中在澳大利亚和巴西等

国，主要由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和力

拓等矿业巨头垄断。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

程小勇告诉记者，由于全球铁矿石

产出不断扩张。 尽管铁矿石价格下

跌，但是包括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

河谷等矿山还在扩张产能，其中必

和必拓称其正期待扩大皮尔巴拉

（Pilbara）的铁矿场及港口，使年

产量达到2.9亿公吨，高于此前的2.7

亿公吨。 而巴西矿商淡水河谷计划

五年内将出口中国的铁矿石量加

倍，提升到4亿吨左右。

BDI指数是铁矿石国际贸易的

一个“浮标” 。 本月以来，该指数涨

幅超过40%， 截至26日报收1070

点。 而程小勇认为，8月份BDI指数

上涨，要归功于三大矿山加大对中

国铁矿石发货。 数据显示，截至8月

22日， 国内港口铁矿石库存为

10540万吨。

据了解，目前国内钢厂利润在

300-500元/吨左右，在利润可观的

驱动下开工率在95%以上。 业内人

士指出，尽管钢厂维持高开工率，但

对铁矿石的需求增长赶不上供应的

增速。

从宏观层面来看，7月份、工业

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零售

销售总额等数据都普遍回落， 再加

上8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

降至50.3， 这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回

升势头受到动摇。 而在银行不良贷

款上升之际， 未来货币政策缺乏进

一步的松动的空间。

“7月宏观数据整体低迷，预示

前期政策利好难以有效兑现，经济

进一步回落几成定局。 ” 国泰君安

期货高级研究员刘秋平表示，可以

看到， 地产销量增速再度下滑，库

存改善也较为有限；发电增速降至

零附近， 耗煤增速更是创年内新

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进一

步回落。

奔向“成本线” ？

铁矿石价格级级下挫， 令市场

忧虑，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会有多大？

会奔着成本线去吗？

数据显示，上周五（8月22日）

普氏指数（62%）报89.75美元/吨，

周环比下跌4.00美元/吨。由于铁矿

石市场持续低迷， 钢厂议价空间加

大。另据联合金属网统计，本周全国

34个港口铁矿石库存10761万吨，

较上周五上涨58万吨，较本周二上

涨83万吨。 另据了解，随着澳洲、巴

西等主要港口7月检修结束，8月海

运发货量普遍上升， 后期港口到货

压力会逐渐加大， 铁矿石价格恐承

压下行。

“铁矿石价格尚难以止跌，除

非铁矿石触及海外矿山80美元的

最低成本线， 按照目前的价格似乎

还很远。 ” 程小勇表示，在“金九银

十” 来临之际，需要关注钢材需求

是否回暖， 按照目前钢厂几乎满负

荷开工率， 未来铁矿石需求难有进

一步提升。

刘秋平认为，从基本面看，下

游需求疲弱、粗钢产量高位，加之

原料价格弱势下跌， 政策利好难

以兑现，导致钢价反弹无力、继续

震荡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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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弱势难改

BDI反弹或是“秋老虎”

□本报记者 王姣

BDI近期直线拉涨近50%成为资本市场

最热门的话题。 A股市场上，怀着对盈利改善

的美好预期，航运板块出现明显反弹；大宗商

品领域，虽铁矿石、螺纹钢迭创新低，但煤炭板

块的“小阳春”似乎让人看到工业品触底回升

的希望。

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

士认为， 目前实体经济的复苏情况并未给予

BDI继续飙涨的基础面支持，国内宏观形势也

难以对大宗商品形成利多，全球经济环境并未

有显著改善的背景下,预计BDI的反弹难以持

续，在产能过剩的压制下，铁矿石、煤炭等工业

品仍将维持低位。

矿石运输量放大

BDI直线拉升近50%

自7月22日创下年内新低723点后，BDI指

数仿佛搭上高铁快车， 短短一个多月便冲破

1000点，最高触及1096点，截至8月26日，BDI

指数收报1070点，区间涨幅高达47.79%，仅8

月以来就上涨了41.72%。

BDI是研究航运企业未来业绩和投资价

值的重要指数，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的领

先指标之一，它集中反映了全球对矿产、粮食、

煤炭、水泥等初级商品的需求，与全球经济景

气荣枯、原物料行情高低息息相关。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勇认

为，BDI近期大幅反弹有三大原因：一是8月初

以来，铁矿石和煤炭国际贸易回暖，中国北方

至澳大利亚往返航次期租航线成交增多，澳洲

矿商FMG、力拓、必和必拓集中拿船，海岬型

船运价飙升， 刺激了BCI指数开始大举反弹；

二是巴拿马型船在粮食船运拉动下开始回升；

三是在中国“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的预期驱动

下，国际航运海运费提前上涨。

数据显示，海岬型船运价指数（BCI）7月

底至8月中旬涨幅为81%，BCI对于BDI的贡献

率约为55%。 海岬型船舶运输的主要是铁矿

石、煤炭等货物，而今年1-7月，中国铁矿石进

口量为53960万吨，同比增长18.12%，煤炭进

口量同比下降2.2%，但维持在18289万吨的高

位。 另据了解，8月10日当周，澳大利亚发往中

国铁矿石1186.5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56%；8

月23日至25日， 力拓发送了17万吨的铁矿石

达到青岛港。

“此次BDI爆发式上涨主要由铁矿石运输

量放大所致。 ”华联期货研究所副所长杨彬表

示，上半年国际矿石企业大幅扩产，导致目前

国际矿到我国到岸价格比年初下降三成，而当

前正是填补库存时期，由此形成了国际矿山加

大对我国铁矿石发货量、我国企业进口矿石大

幅增长的局面。

随着BDI指数的直线拉涨，市场预期航运

企业的盈利将得到明显改善，由此掀起了航运

股票的一波小高潮。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

6月20日以来，申万航运指数涨幅超过20%，7

月22日以来的涨幅也接近9%。 仅7月22日至8

月27日，中远航运股价涨幅超过20%，中海发

展股价上涨 17.53% ， 天津海运股价上涨

12.34%，招商轮船、宁波海运和渤海轮渡的股

价涨幅也都超过10%。

而从近期的大宗商品运行情况来看， 南华

期货宏观研究中心副总监张静静指出，尽管多数

黑色系品种在本月创出新低，但数据显示1-7月

国有钢铁企业利润实现较大增长、国有煤炭企业

利润回落但仍保持正增长；而另一些工业品如有

色企业尽管持续亏损，但相关品种价格却保持坚

挺。 这对于BDI及类似指标均形成利好。

基本面不乐观 BDI反弹难持续

尽管资本市场对BDI的强势反弹给予热

烈响应，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在宏观经济无明

显改善的背景下，对于BDI的反弹不宜过度乐

观，与之相对应的是，以黑色系为代表的大宗

商品后市并不看好。

“BDI近期的上涨并非是中国需求驱动

的，而是由海外矿山和煤矿在押注中国季节性

消费旺季下加大发货力度，季节性波动带来的

扰动更大。 而国内铁矿石港口库存高企，煤炭

企业纷纷减产以应对煤炭需求低迷下的亏损

困境，因此铁矿石和煤炭进口在阶段性回暖之

后会使得铁矿石和煤价再度承压， 从而制约

‘金九银十’ 旺季后续进口，最终带动海运市

场再度转冷。 ” 程小勇认为，当前BDI的表现

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经济和大宗商品市场的

需求，下半年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难以大幅改

善，而价格反弹动力只能来源于上游减产。

摩根大通日前公布的中国信心指数

（JSI）创去年6月以来新低。 近来中国的核心

工业金属类大宗商品———铁矿石的期货价格

逼近年内低点。 继上周公布的8月汇丰中国制

造业PMI创三个月新低后，市场又出现经济增

长势头下滑的迹象。

杨彬表示，目前实体经济复苏情况并未给

BDI继续飙涨的基础面支持，后市BDI走势尚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如世界经济未出现明显回

暖，BDI未来走势也难以实现真正突破。 从大

宗商品来看，8月上旬大中型钢铁企业的粗钢

日产量及单旬涨幅均创近两个月新高； 但产

量、库存双双反弹说明钢铁市场供应压力依然

较大，后期焦煤和焦炭的走势并不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张静静认为，随着全球市

场对中国经济降速的适应性逐渐增强，中国需

求因素的边际影响正在减弱，这就意味着尽管

航运费用将在一段时期内维持较低水平，但继

续回落连创新低的可能性并不高， 这是近期

BDI回升的宏观背景。

“BDI的短期回升可以看作是市场信心的

恢复，但从主要经济体的近况来看，除美国经

济增速显著回稳外，其余经济体并没有明显改

善，因此BDI难以出现趋势性上行，这与部分

大宗商品境况如出一辙。 ” 张静静表示，国内

方面，三季度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加上政府

难以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难以对大宗商品

形成明显利多。 国外方面，7月欧元区主要成

员国经济指标均现下滑，目前该地区通缩风险

加重；美联储即将结束QE，明年上半年加息预

期持续升温， 多重因素令美元指数重返82并

有望继续回升，外部环境对大宗商品更是明显

的利空。 未来一段时间，除部分供需基本面明

显提振价格的品种外，工业品整体仍存在较大

的下行风险，对于供过于求的铁矿石和仍处于

去产能阶段的煤炭品种而言，更是难以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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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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4 78.85 -0.01 -0.01

农产品期货指数

899.53 906.42 908.75 898.44 899.32 7.10 0.79

油脂指数

594.69 603.66 606.65 592.49 594.26 9.40 1.58

粮食指数

1421.95 1425.69 1430.51 1420.30 1420.82 4.86 0.34

软商品指数

777.77 778.99 783.02 777.77 774.86 4.13 0.53

工业品期货指数

815.04 815.04 815.39 809.95 814.17 -3.82 -0.47

能化指数

751.30 749.32 753.56 749.28 750.56 -1.24 -0.17

钢铁指数

590.19 586.15 593.27 586.08 590.06 -3.91 -0.66

建材指数

690.25 686.88 691.33 686.75 689.14 -2.26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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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68 1036.65 1028.68 1034.18 12.67 1033.96

易盛农基指数

1107.97 1114.25 1107.97 1111.68 6.15 1112.28

中期协修订《期货公司信息技术

管理指引》及检查细则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昨日，中期协网站发布《期

货公司信息技术管理指引》（以

下简称《指引》）及检查细则，

以适应新形势下期货公司信息

系统建设和管理工作新需要。

《指引》共分四类，从一类

到四类，要求依次提高，且高类

别的要求包含低类别的要求，低

类别的可选要求在高类别中自

动成为必须要求。

此分类管理原则，将适应期

货公司的不同信息技术基础和

不同的技术要求。

据记者了解，四类要求中，每

类中涉及到约19条变更。其中，组

织结构中对总部技术部门人员的

要求从一类到四类分别为不少于

5人、8人、11人、15人； 对开展连

续交易的期货公司技术人员数量

的要求从一类到四类分别为7人、

11人、16人、20人。

此外，新《指引》对岗位的

要求，新增了“指定运维值班负

责人， 运维值班负责人应有备

岗” 、“设置运维值班电话” ，

“应建立文档管理制度，对运维

过程中涉及的各类文档进行分

类管理” 等内容。 对于网上交

易安全，增加“应遵守国家关

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

确保网上交易数据和客户信息

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未经客户

允许或期货公司授权， 不得以

任何方式向除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执法机关、审计机关

以外的第三方提供交易数据和

客户信息” 要求。

另据了解，此次修订依据是

根据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

关技术要求。 上述《指引》及细

则成形于2009年7月，期间多次

征求修订意见。目前已经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

8月以来

正收益期货私募产品不足三成

□本报记者 官平

据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报

告显示，8月来， 私募排排网有

业绩记录的244只单账户期货

产品（规模≥100万）整体收

益下跌2.08%。暂时领跑8月收

益排行榜的是毛泽红旗下主

观趋势产品“凯泽一号” 收益

为56.39%。

从8月18日至22日的一周

时间，期货市场多品种主要合约

期价涨跌互现，虽然面对这样的

行情，多数投资者会显得无所适

从。 整体而言，三大策略均表现

欠佳，其中25只复合策略产品整

体下跌1.25%， 正收益产品占比

28%；108程序化产品整体下跌

2.09%， 正收益产品占比28%；

111只主观交易产品整体下跌

2.25%，正收益产品占比22%。

暂时领跑8月收益排行榜

的是毛泽红旗下主观趋势产品

“凯泽一号” 收益为56.39%，其

主要收益源于豆油、黄金、聚乙

烯和菜粕等品种，主要做日内短

线和隔夜交易， 采用主观交易，

以技术分析为主。

可以看到，期货私募业绩分

化明显。 私募排排网表示，8月

份以来， 期货市场操作难度较

大，造就了期货私募业绩分化明

显，132只收益为负的产品中，9

只产品8月来跌幅超过20%，其

中表现最差的产品由于做反了

菜油等品种，收益下跌48.19%，

与排名第一的产品相比，首尾相

差104.58%。

需求不旺 油价弱势运行

□南华期货 袁铭

尽管今年以来由于乌克兰、利比亚以

及伊拉克等地缘政治风险事件导致了原

油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不过，横向比较来

看，年初至今油价波动仍是近年以来波动

最小的一年。数据显示，2014年截至目前，

WTI主力合约期货价格最大波幅19%，布

伦特主力期货价格最大波幅13%，而作为

近年以来原油市场波动最小年份的2013

年，WTI原油价格波幅28%， 布伦特原油

波幅22%。 这主要得益于以美国为代表的

北美地区产量的不断提高，大大缓解了此

前国际油价的巨幅波动情况，为国际原油

市场稳定运行创造了条件。

换言之，市场短期一些对供应的扰动

因素对油价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 因此，

产量增长对平抑国际油价起到了较大的

稳定作用。

供应增速快于需求

从美国能源情报署（EIA）8月报告来

看，2014年非欧佩克国家原油和液态燃料

供应增长预计177万桶/日， 较2013年的

132万桶/日增加45万桶/日， 而2014年全

球原油需求增长112万桶/日，较2013年的

127万桶/日减少了15万桶/日，供应过剩65

万桶/日。 也就是说，目前非欧佩克国家原

油产量增长即可满足全球消费需求的增

长，如果欧佩克产量保持在3000万桶/日水

平，市场供应宽松将成为常态。 当然，欧佩

克有减产的能力来保持油价的稳定， 不过

在目前油价水平，欧佩克减产动力不大。

三大机构看空后市

尽管全球经济仍表现为温和增长，不

过增速远不及市场预期。 鉴于此，全球三

大机构纷纷下调了需求预期。国际能源署

（IEA）预测今年全球原油日需求为9270

万桶，比去年增加100万桶，比上期报告下

调18万桶。并认为，尽管利比亚、伊拉克和

乌克兰发生了武装冲突，但当前原油市场

供应状况似乎好于预期。 同时，美国能源

情报署（EIA）也下调了今年全球石油需

求预测。 该机构认为今年全球石油需求为

日均9156万桶，较上次预测下调6万桶。此

外，欧佩克（OPEC� ）也将2014年原油需

求增长从上次预测的113万桶/日下调到

110万桶/日。

整体来看，近两年以来原油市场供需

偏宽松格局在2014年得以延续。 OPEC原

油产量保持稳定，而以北美为代表的非欧

佩克国家的石油供应大幅增长。 相对而

言， 原油市场消费需求却不及市场预期，

因此，油价整体走势偏弱也符合基本面情

况。 同时，美国货币政策预期推动美元下

半年以来持续走强，打压以美元计价的原

油。 不过鉴于近两年以来油价的低波动率

特点，尽管目前原油市场处于弱势下行格

局，油价料也不会出现大跌的可能，短期

WTI原油底部支撑90美元，布伦特原油支

撑100美元。

供应宽松 豆粕或震荡偏弱

□徽商期货 伍正兴

当前，美豆依然处于低位震

荡态势运行，市场缺乏利多题材

提振，供应因素继续主导盘面走

势。国内进口大豆到港量集中致

库存水平攀新高，供应量继续放

大， 油厂豆粕库存量渐进攀升，

而需求对豆粕行情的推动作用

有限。 总体来看，豆粕基本面偏

空，仍存下跌风险。

首先，USDA8月报告对大

豆偏空， 丰产前景继续对盘面

形成压制。 此外，最新月度报告

维持预估巴西2014/15年度大

豆产量为9100万吨不变， 预估

阿根廷2014/15年度大豆产量

为5400万吨不变， 维持中国

2013/14年度大豆进口量6900

万吨不变，维持中国2014/15年

度大豆进口量7300万吨不变。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USDA8月

报告对大豆影响偏空， 全球大

豆供应朝向宽松方向发展的总

体基调依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

变， 巨大的供应压力仍在主导

当前市场弱势， 丰产前景继续

对盘面形成压制， 美豆走势整

体趋于弱势运行， 美豆的弱势

在一定程度上也拖累了大连盘

豆粕走势。

其次，国内进口大豆到港量

集中致库存水平攀新高，供应量

继续放大。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

进口数据显示，2014年1-7月累

计数量为4168万吨， 累计数量

同比增加20.2%，金额同比增加

17.4%。 国内进口大豆到港量集

中致库存水平攀新高，供应量继

续放大。 截至8月26日，我国港

口进口大豆库存为6787740吨，

仍处于相对高位水平。 此外，依

据天下粮仓的统计数据，今年8

月份的进口量依然较大，大豆供

应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而我们知道，当前油厂的开机率

水平依然较高，这也就意味着豆

粕供应量将渐进增加，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大连盘面豆粕期

货承压。

第三，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

粕库存高企，出货仍较慢。 由于

进口大豆到港量较集中，沿海地

区油厂大豆货源供给较为宽松，

截至8月10日当周，国内沿海主

要地区油厂进口大豆库存量继

续增加， 库存量为502.53万吨，

较上周的498.6万吨增加了3.93

万吨，增幅为0.78%，较去年同

期的359.26万吨增长39.87%。

与此同时，当前油厂开机率维持

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从而使得豆

粕库存量有所增加。

天下粮仓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8月10日当周，国内沿

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量

为89.7万吨， 较上周的85万吨

增加了4.7万吨，增幅为5.52%，

较去年同期的82.01万吨增长

9.37%。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

油厂开机率仍将保持在高位水

平， 这意味着豆粕的市场流通

量将增加， 供给量的增加使得

市场看空氛围较浓， 饲料厂及

经销商入市采购仍较谨慎，从

而导致油厂出货速度放缓。 豆

粕现货价格偏弱运行， 截至本

月26日， 张家港豆粕现货价格

为3640元/吨。

此外，部分贸易商受大连盘

豆粕期货继续深度下挫的影响，

出现恐慌性抛售，以明显低于油

厂的价格抛售，如山东日照贸易

商销售价格已在3430-3490元/

吨一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

油厂豆粕出货压力。随着时间的

推进， 美豆上市日期日益临近，

天气炒作的概率亦在逐渐降低，

丰产或将成为大概率事件，豆粕

市场看空情绪升温。

最后，养殖业改善缓慢，对

豆粕行情推动作用有限。 养殖

业改善总体较为缓慢， 对豆粕

行情的推动作用有限。 近期，生

猪养殖市场对豆粕需求有所回

暖。 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生猪存栏量及能繁母猪存栏量

等养殖市场指标性数据不容乐

观。 能繁母猪存栏量是反映供

给市场的仔猪能力， 生猪存栏

量则反映出对饲料的刚性需求

规模，进而影响对豆粕的需求。

故而能繁母猪存栏量以及生猪

存栏量的双双下降， 在一定程

度上或不利于对豆粕的需求，

进而影响其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