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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秘强势美元冲击波（二）

美元施压+供需逆转 “农弱” 恐难休
□本报实习记者 叶斯琦
今年7月以来，美元涨势如虹，而国
内外农产品价格却步步回撤， 美元和农
产品正踏着“
跷跷板” 的节奏演进。 当前
农产品增产预期明确， 供应过剩无疑是
农产品下跌的主因， 但同时美元强势也
起到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元上涨， 主要原因是美联储退
出QE以及美国将在2014年末或者2015
年调高利率的市场预期。从技术上看，美
元指数已经有效上穿年线， 也即美元基
本面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变， 美元走强至
少是跨年度行情，还远未结束。 ” 业内人
士指出。

美元冲击农产品
7月以来，美元指数突然启动一波单
边上涨行情。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7
月1日以来，美元指数在55个交易日内已
累计上涨5.57%， 盘中一度触及84.519
点，创下去年7月10日以来的高点。
就在美元势如破竹之际，农产品期货
表现却相对惨淡，多个品种携手走弱。 近
53 个 交 易 日 内 ， 芝 加 哥 期 货 交 易 所
（CBOT） 美玉米指数累计下跌17.71%，
报收于348.4美分/蒲式耳；美豆指数累计
下跌16.37%， 报收于995.2美分/蒲式耳；

美豆粕指数累计下跌15.11%，报收于327
美元/短吨；美麦指数累计下跌13.45%，报
收于509.6美分/蒲式耳；美棉指数累计下
跌10.73%，报收于65.88美分/镑，等等。
近期， 强势美元是多个大宗商品行
情的 “拦路虎” ， 已明显压制了有色金
属、原油等品种的走势。 农产品是否也躲
不开美元冲击波呢？
对此，华泰长城期货投资咨询部副总
经理张良指出，对于近阶段美国农产品下
跌，美元起了一定助推作用。 不过，由于农
产品的金融属性比较弱，美元的带动作用
并不明显。总体而言，压制农产品价格的还
是其自身供需结构。当前，农产品增产预期
非常明确，粮食产量过于庞大。
美国农业部9月12日公布的月度供
需报告显示，美国玉米、大豆单产和总产
上调幅度均高于市场预期， 南美大豆产
量继续增加，全球大豆、玉米、小麦库存
纷纷上调，一系列数据皆指向利空。 报告
公布当日，农产品市场反应明显，CBOT
大豆和玉米主力合约期价创下4年多来
的新低，小麦期价再创合约新低。
由于生物燃料的兴起，一些农产品
“
如美玉米、油脂等，具备了一定的能源属
性， 这些品种受美元走强的影响相对较
大。 ” 华泰长城期货研究员范红军表示，
美元影响这些品种的主要机制是，美元指

数走强， 压制以美元计价的原油期价，继
而打压具备能源属性的农产品期价。

美元与内盘间接传导
就在外盘农产品阴跌不止的同时，
国内期货市场也开启了“农弱” 节奏。 7
月1日以来，文华农产品指数已经连续下
跌8.36%至158.17点，创下近四年来的最
低值。
国内农产品走势是否与外盘农产
品、乃至美元走势存在联动性？ 对此，分
析人士指出， 美元与国内某些农产品品
种之间，确实存在传导机制。
“美元涨跌一般不会直接作用于国
内农产品期货市场， 而是会影响美国大
豆、玉米、小麦等品种价格。” 中粮期货研
究员孟金辉告诉记者， 中国的油脂油料
市场因进口量巨大，早已融入全球市场，
因此美元涨跌会影响美国的大豆、豆油、
豆粕和加拿大的油菜籽， 以及马来西亚
棕榈油，最终传导至国内市场。
不过，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对于某些
存在贸易壁垒的品种， 由于进口配额的
存在，内外联动性并不强。 中国的玉米和
小麦市场因为进口配额和收购政策形成
堤坝，与国际市场基本隔绝，受美元涨跌
影响微乎其微。
根据国家发改委文件，2014年我国

粮食进口配额如下： 小麦963.6万吨，国
营贸易比例90%；玉米720万吨，国营贸
易比例60%；大米532万吨，国营贸易比
例50%。

跷跷板节奏料延续
展望后市， 决定美元与农产品走势
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一强一弱的跷跷板
节奏是否还会继续？
“
美元上涨，主要原因是美联储退出
QE以及美国将在2014年末或者2015年
调高利率的市场预期。 从技术上看，美元
指数已经有效上穿年线，也即美元基本面
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变，美元走强至少是跨
年度行情，还远未结束。 ” 孟金辉指出。
本月16-17日即将迎来美联储货币政
策会议，美联储将讨论是否彻底调整利率
的前瞻性指引，还要试图确定超宽松货币
政策的退出计划，是一个重要时间窗口。张
良认为，短期内要重点关注美国加息时间，
长期来看，美元仍处于升值通道。
“对于农产品走势，中期下行趋势料
不变， 短期市场焦点或将从供应转向需
求，震荡运行可能性较大。 ” 范红军说。
孟金辉也表示， 美国和全球大豆、玉
米、小麦丰收带来的农产品基本面变化，仍
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决定农产品价
格，目前价格仍未见底，仍有下跌空间。

大宗商品进入新一轮熊市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是工业品期货正
在上下两难中匍匐前行。 在国民经济基础
工业尤其是地产相关制造业下行明显的
背景下，大宗商品市场进入2008年金融危
机以来的新一轮熊市。

8月经济数据弱于预期
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 我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9%， 比7
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称，2000
年以来我国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第5次跌
破7%，前低是金融危机中的2008年11月、
12月，分别为5.4%和5.7%。
“
这与此前已公布的差强人意甚至略
逊预期的PMI、外贸进口、物价数据相互
呼应。 经济数据的下滑，反映经济基本面
的复苏并没有预期中的乐观，生产层面去
库存的压力依然明显。 ” 长江期货研究员
李富说。
另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是，6-8月份
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下滑明显，6月、
7月、8月份， 成交额同比分别下降5.36%、
23.99%、25.94%；其中，6月、7月成交量同
比增长14.88%、8.06%，8月份成交量同比
下降13.58%。
东亚期货北京营业部总经理冯凯分
析称，背后的原因是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整
体趋于低位运行，虽然成交量增加，但整
个成交额被拉低。 另一位分析人士补充
说，占用保证金较多的大品种可能不活跃
的倾向也不容忽视。

盘面显示，今年以来，黑色金属及建
材系多品种下行趋势较为流畅。 尤其是8
月份，螺纹钢、热轧卷板、铁矿石、焦炭和
玻璃、期货成交量萎缩，环比下滑分别为
8.38%、7.54%、24.62%、18.79%和1.77%，
仅有焦煤增长9.56%。
“成交量下滑，其实就是多空双方都
犹豫了，都说不准到底是触底了还是会继
续跌。 ” 国信期货研究员施雨辰解释道。
“
在现在这种经济环境下， 很多品种
尤其是建材系品种都面临产能过剩，价格
基本在成本线运行，需求不济制约了其上
行的空间和力度，现在很多品种面临的现
实是涨不上去也跌不下来。 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打击了市场热情。 ” 北京鼎金投资总
经理徐东波告诉记者。

熊途仍漫漫
施雨辰解释说，大宗工业商品市场整
体下跌，从基本面考量，最大的因素就是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银行控制风险，收缩贷款，中小企
业资金紧张， 整个工业行业表现
比较低迷； 二是房地产行业之前
泡沫太大，有价无市，现在限购，
小企业老板没钱再去炒房， 楼市
一下子滑坡了。 而作为房地产的
下游行业， 建材行业尤其是钢铁
行业负债率偏高， 且面临成本回
收压力， 一旦停产减产面临巨大
的还债压力， 停产就g意味着破
产。 边亏损边生产已经成为这些
行业近两年的常态。

她认为，目前许多工业制造业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总量过剩、 低档产品过剩、高
档产品不足。“
比如钢铁行业，螺纹钢这种
低档产品的产量过剩，大钢厂小钢厂都能
生产，而汽车用钢，只有宝钢等少数几家
可以生产，产量无法满足中国一年2000万
辆汽车的需求。 ”
“终结这种局面需要国家政策的助
力。 国内经济开始真正复苏，使那些产能
过剩严重的行业的局面开始缓解。 不过这
个非一日之功，还需要欧美稳定经济发展
环境的配合。 ” 施雨辰表示。
“国内工业整体处于下行通道之中，
这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密不可分。 ”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东华分析称，现
在全球经济都是在平稳的复苏中下滑，
美国经济及世界工业均在下行， 这对国
内经济造成压力。 其逻辑是，围绕着世界
工业下行，各国政府为了保持选举优势，
势必承诺就业、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这
样的直接后果就是贸易的下行。“现在美
国主导的另一个谈判， 就是跨太平洋的

东线和中线、 西线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的
贸易谈判。 这样的话，针对中国的贸易保
护会进一步加强。 从钢材、大豆、石油等
大宗商品的贸易、 运输及全球波罗的海
指数等数据上看， 中国进出口贸易下行
已经有所显现。 ”
“从国际市场来看， 大宗商品市场可
能进入了2008年以来的新一轮熊市，这对
国内刚刚发展起来的商品投资基金不久
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 上述分析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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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跌势未止
关注品种间套利机会
□永安期货研究院 朱世伟
钢材自年初以来持续下跌，
最新一轮跌势起于8月初，持续
下挫毫无反弹， 目前螺纹1501
合约收于2788元/吨，热卷1501
合约收于2950元/吨。 高位的粗
钢产量和钢厂库存形成 “双重
大山” ，在宏观经济指标偏空背
景下，“
金九银十” 的预期恐怕
已经化为泡影，钢材价格反弹乏
力， 仍将继续漫漫寻底之路；这
种情况下，品种间的供需格局差
异化提供了较佳的套利机会，建
议买热卷抛螺纹。

高产量 钢材积重难返
钢厂高炉开工率维持高位，
钢厂钢材库存持续扩张，钢材总
体压力依然较大。 从8月数据来
看，我国粗钢产量6891万吨，环
比增加56万吨，同比增长1%，反
映钢厂减产动力有限。 9月12
日，全国高炉开工率为91.44%，
周降0.13个百分点，唐山高炉开
工率为93.51%，较上周持平。 9
月份以来， 唐山及全国钢厂高
炉开工率维持高位震荡格局，
整体降幅有限。 从库存来看，历
年9-10月份钢厂库存多处于上
升周期，今年季节性特征表现较
为明显。 数据显示，8月下旬重
点 企 业 钢 材 库 存 为 1424.16 万

吨，虽环比下降6.62%，但同比
增长14.39%，钢厂库存自7月以
来结束上半年下降趋势逐步回
升。 重点钢厂库存震荡回升，库
存积压在生产端，下游消费又受
房地产疲软影响，钢厂面临成品
库存渐增风险。

钢材品种间套利机会显现
尽管钢材市场整体表现疲
软， 但钢材品种间表现迥异，具
体表现为热卷好于螺纹。中国进
入调结构、产业升级时代，这利
于工业材，不利于建材。 在钢材
市场，工业材主要为热卷，而建
材为螺纹。 从往年经验来看，由
秋转冬后， 建筑材进入消费淡
季， 而工业材季节性特征不明
显。 因此，冬季热卷与螺纹的价
差往往处于年内高位。 如，2013
年1月热卷与螺纹价差均值为
429点，2014年1月价差均值为
236点。 从目前盘面热卷与螺纹
价差来看，9月16日， 热卷与螺
纹价差为162点，两者上海地区
现货价差为105点。 从往年数据
及工艺成本等方面来看， 当前
价差明显偏低， 后期价差继续
走低的空间有限， 而进一步扩
大的概率较大。 因此，考虑到热
卷出口大增、 受房地产影响较
小等因素，建议可战略性“买热
卷抛螺纹” 。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2014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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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36 1007.85 999.65 1000.44 0.29 1003.30
易盛农基指数 1045.95 1048.86 1039.85 1047.93 -1.33 1044.97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2014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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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7
76.86 -0.09
-0.12
农产品期货指数 884.26 884.65 893.25 883.77 884.68 -0.03
0.00
油脂指数
599.96 601.14 610.32 598.96 600.81 0.33
0.05
粮食指数
1382.74 1381.65 1391.44 1377.45 1378.06 3.60
0.26
软商品指数
751.10 748.30 754.49 747.36 752.93 -4.63
-0.62
工业品期货指数 781.43 781.32 786.12 780.40 781.79 -0.48
-0.06
能化指数
711.67 708.17 714.20 706.45 710.19 -2.02
-0.28
钢铁指数
565.36 558.67 567.06 557.55 565.24 -6.57
-1.16
建材指数
665.55 660.04 667.11 659.08 666.73 -6.69
-1.00

东证期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一览（
2014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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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96
794.04
814.30
505.89
845.38
976.13
1203.11
1343.29
1086.80

较前一日涨跌
-1.56
-0.28
-1.42
-1.44
1.91
0.22
2.49
0.84
-6.73

较前一日涨跌幅
-0.14%
-0.03%
-0.17%
-0.28%
0.23%
0.02%
0.21%
0.06%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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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中多数品种继续呈现出弱势震荡下行的格
局，其中，软商品分类指数在外盘推动下跌幅相对较深。 截至昨日收盘，上涨
前三的品种有铜、豆粕和黄金,涨幅分别为0.68%、0.32%和0.31%；下跌前三的
品种有螺纹钢、铝和棉花,跌幅分别为1.34%、0.80%和0.62%。 综合影响下，东
证商品期货综合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14%,收报于1135.96点。

励精图治十余载 捷传长江逐梦路
十年前， 长江期货在中国新兴资本市场的
大潮中扬帆起航，一路栉风沐雨、砥砺名行。 十
年来，长江期货踏准节奏，紧随时代发展大流，
一次次实现公司业务的跨越式发展， 主要业务
指标呈几何倍数增长， 市场份额与行业地位稳
步提升，客户权益年均增长 150%，交易金额年
均增长 350%，是国内期货行业少有的高速成长
公司之一。
专业成就卓越，创新推动服务。 长江人十年
的坚持和创新服务，成就了客户，也成就了自己。
一、立足产业服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服务产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长江期货
公司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 自 2004 年成立以
来，长江期货始终秉承“诚信为本、专业服务，以
客户资产增值为己任” 的宗旨，以相关产业和产
品为支撑，通过组建“1231” 专业团队，先后为
200 余家大中型的钢材、棉花、有色金属、粮食、
油脂、能源化工等领域的现货企业设计并实施了
现货经营避险方案， 帮助企业实现经营避险目
标，得到客户的认可，树立了期货专业服务品牌。
在服务组织架构上，搭建“1231” 团队服务
模式和矩阵式组织结构， 不断增强产业链专业
服务能力。 长江期货在服务团队内部对开发、服
务工作进行适度分离，强化分工协作，同时依托
期货营业部和证券 IB 营业部，建立起矩阵式的
组织结构协力企业完善风险管理架构和内控流
程，协助设计套保方案，提供套期保值、套利、交
割等服务内容。
在服务过程中，探索和推进全产业链服务模
式。 沿着产业链进行横向和纵向拓展，逐步将行
业客户及其上、下游的企业纳入服务范围，从企

业的需求分析开始，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基
础培训、套期保值、套利交易、仓单申请、实物交
割等“一条龙” 服务，从而将专业营销、专业服
务做深做强。
在服务形式上，以“三个一”（一周一培训、
一月一座谈、一季一推广）工程为载体，分层次
举办不同类型的培训活动和专业论坛， 拓宽产
业服务深度。 公司积极与各大交易所、银行、专
业协会、专业性网站等进行合作，举办长江期货
论坛、 百家企业套期保值圆桌会等各种专业论
坛。 开展“期货信息下乡” 、“产业客户百家行”
等活动，将一线的企业、储备仓库功打造成为期
货信息服务站， 从而形成相对体系化的信息传
播网络，加快了期货信息的双向传递效率，更加
及时地响应中小企业的服务需求。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 长江期货立足于湖
北本地优势资源和产业客户需求， 逐渐形成期
货市场服务“三农” 、服务产业的专业模式，通
过建立一条连接期货与现货、 金融机构与现货
企业的有效通道，为解决“三农” 问题进行了尝
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专业团队的高水准服
务，让长江期货在棉花、油脂等品种上有出色的
表现，其服务的“奥星模式” 、“银丰模式” 成为
行业典范。
二、厚积薄发，打造金融期货服务品牌
作为长江证券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长江
期货一直将金融期货放在战略高度， 运用前瞻
性的营销兵法， 迅速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客户关
注度。 如 2007 年，长江期货看准了汽车消费群
体与股指期货客户群体的重合面， 联合东风雪
铁龙举办了“智领财富 凯旋人生” 股指期货仿

真大赛，有效发掘潜在客户，也提高了品牌影响
力。
在股指期权筹备阶段， 长江期货适时推出
“期彩长江 - 你扫我送” 共赢财富，知识问答抽
奖，以及“天天学期权，周周中大奖” 等多项活
动， 提前做好股指期权的上市预热和知识普及
活动，并得到市场的认可。 2014 年，在中金所股
指期权仿真交易推广评比活动中， 公司荣获一
等奖；在股指期权投教产品大赛中，公司入围 5
个投教产品，并摘获一金一铜两项大奖。
为加速通道业务向财富管理、 价值创造转
型，长江期货设立了产品预审小组，启动创新业
务发展步伐。 结合自身条件，做好“四龙腾飞”
系列理财产品的准备——
—龙富对冲、龙赢趋势、
龙健现金管理和龙腾资产配置， 采用衍生品对
冲套利投资策略结合趋势程序化， 帮助客户实
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机构投资者服务方面， 公司积极与私募
机构、 信托和公募基金等开展合作， 在信息交
流、产品开发、通道合作、业务对接等多个方面
进行探索。 开展多种形式的营销活动，与 CTA
基金网合作举办 “第十届期货私募与资金方对
接洽谈会” 等资金对接活动，积极与在基金业协
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开展合作，并成立“私募服务
中心” ，为私募提供贴身服务。
为切实做好业务孵化, 长江期货先后成立
国债期货和期权业务专项小组， 深入开展期权
技术系统对接、做市商系统引入、配套制度建设
及策略开发等工作，并与 20 多家特法机构建立
研究服务体系，从研报、每月路演到专题定向研
究报告，多层次多角度服务机构客户；同时，每
年举办数十场次国债期货、 股指期权的客户投

资者教育活动，做好两项业务的播种工作。
此外， 长江期货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市场培
育：公司总裁谭显荣先生主编的《国债期货》一
书，印刷的《期货与理财》（双月刊）、制作大量
的宣传海报、知识手册、投资教程等系列宣传资
料，普及期货知识。
三、勇于创新，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当前， 创新发展已经成为行业主题。 近年
来， 长江期货积极推进客户分级分类服务体系
建设，加大信息技术投入，推出富友（For You）
客户服务平台和“长江小龙助手” ，以服务引领
营销，通过服务差异化获得竞争优势。
在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长江期货根据“客户
分级、产品分类、服务分层” 三分原则，逐步构建
标准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客户分类服务模式。
针对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客户需求， 提供丰
富、 个性化的服务产品， 不断提升客户服务层
次。 通过服务吸引客户，筑巢引凤，传播专业服
务品牌，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真正将服务
作为竞争手段。
在服务平台建设方面， 长江期货经过数
年准备，精心打造了富友（For You）理财俱乐
部。 自 2013 年正式上线以来，受到了客户的广
泛好评，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肯定，2014 年 7 月，
该项目成功入围上海期货交易所首届会员创新
项目。 富友理财俱乐部以 For You 客户服务平
台和“长江小龙助手” 两大平台作为支撑，基于
价值量等指标体系，研发出相应的系统用以识别
客户特征和服务需求，全面升级服务模式，为公司
客户提供了个性化、系统的期货财富管理服务。
其中，“长江小龙助手” 是长江期货为客户

量身打造的综合性期货理财服务终端， 集个性
化服务套餐订制、自助账户分析诊断、资讯实时
推送、在线专家咨询、积分商城等众多功能于一
体，可为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套餐。
在研究转型与创新方面， 长江期货研究咨
询部采取双核心运营，设置农产品、工业品、有
色金属等多个产业客户部，并组建贵金属、金融
期货、期权、策略与量化团队。 公司研发业务正
在向投研一体化、研究成果市场化、产品化的方
向进行转型。 此外，公司还将依托风险管理子公
司平台，培养专业人员，提升技术能力，通过创
新做大做强公司业务。
在技术创新方面，公司先后投入 3000 余
万元，配置了一流的硬件设备，系统主机承载量
达 10 万客户级次。 公司在武汉、上海、天津、哈
尔滨、新疆、郑州、成都、深圳等各地建立了托管
机房，互联网络的行情和交易服务覆盖全国，拥
有金仕达和上期技术 CTP 两套核心交易系统，
配置各类型行情及委托程序，为客户提供稳定、
快速的交易通道。 2014 年公司主交易系统上线
光谷交易中心，系统容量可达到 100 万客户、综
合指令处理能力 10 万笔 / 秒、 委托处理能力
3600 笔 / 秒，与汉口交易中心形成同城双活架
构， 标志着长江期货主席交易系统的订单处理
能力和容灾能力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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