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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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一定的分化行情，总体显现出“工强

农弱”的格局，其中，农产品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走势。截至昨日收盘，上

涨前三的品种有螺纹钢、豆油和棕榈油

,

涨幅分别为

1.47%

、

0.98%

和

0.73%

；下

跌前三的品种有棉花、铝和白糖

,

跌幅分别为

1.19%

、

0.47%

和

0.42%

。综合影响

下，东证商品期货综合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0.19%,

收报于

1113.10

点。

东证期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一览（

2014

年

10

月

9

日）

收盘 较前一日涨跌 较前一日涨跌幅

综合指数

1113.10 2.13 0.19%

金属分类指数

779.05 4.01 0.52%

农产品分类指数

808.21 0.31 0.04%

化工分类指数

470.36 -0.63 -0.13%

有色金属分类指数

842.04 2.22 0.26%

油脂分类指数

970.72 8.74 0.91%

豆类分类指数

1177.92 6.91 0.59%

饲料分类指数

1308.41 4.50 0.35%

软商品分类指数

1094.57 -8.70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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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攀高遇阻

贵金属长别熊市or昙花一现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周三美联储发布“鸽令”之后，美元

指数承压走低， 触及9月26日以来最低

水平，非美货币延续近期反弹走势，贵金

属延续反弹走势。

多位研究人士指出， 从宏观角度考

量，贵金属市场反弹动力并不充足，但由

于前期下跌幅度较大， 超跌后有反弹需

求，且现货需求有走强趋势，金银价格短

期涨势也值得期待。

美元贵金属多空争夺加剧

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

认为美元走强会拖累经济和放缓通胀增

速，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风险，因此重申

在购债计划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利率将保持在超低水平。

受此消息影响，周四，沪金、沪银主

力分别上涨0.87%、1.11%至244元/克、

3835元/千克。 现货金银亦出现反弹走

势， 日内现货黄金反弹至1230美元/盎

司附近， 现货白银日内刷新两周新高

17.71美元/盎司。

九月以来,贵金属进入新一轮跌势，

而美元却打开新的上涨空间。 此次美联

储会议后的金价反弹， 究竟是长别熊市

还是昙花一现？多位分析人士认为，答案

取决于宏观层面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

展趋势。

新湖期货贵金属高级分析师展大

鹏认为， 当前市场炒作焦点主要是美

联储是否退出QE和采取加息的政策，

无非是在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持续复

苏的情况下， 市场担忧央行加快收紧

货币政策步伐，这对美元是直接利多，

同时间接利空以美元计价的金银。

“而在美国经济复苏、 有收紧货币政

策需求的同时， 欧元区和日本两大经

济体却再次出现滑坡迹象，对抗通缩，

刺激经济， 无非又要依靠宽松的货币

政策。发达经济体间央行的一紧一松，

反映在外汇上就是美元强欧元日元

弱， 反映在贵金属市场上同样利空黄

金。 ” 他表示，中长期来看，贵金属市

场仍处于熊市之中。

长江期货研究员李富同样不看好贵

金属此轮反弹走势。他分析认为，美元指

数出现回调，金价出现反弹，一定程度上

是技术形态上的修正， 同时与宏观面因

素也有关联。

“美联储会议纪要表现出对加息

的谨慎情绪，这释放了部分宽松预期，

美元指数出现调整， 金价上方压力得

到舒缓。 进入十月，印度排灯节的到来

将增加实物黄金需求， 在供求方面对

金价予以支撑。 根据目前主要经济体

的复苏状况， 黄金还缺乏有利的宏观

因素刺激， 预计金价反弹难有大的力

度， 美元指数可能在调整后继续维持

强势。 ” 李富说。

短期还有机会

“近期美联储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创

6年新低，以及9月非农数据强劲使得美

元大幅上涨，打压贵金属向下破位，但之

后美联储会议纪要发布， 不赞成美国过

早加息，美联储提前加息忧虑的缓解，令

贵金属企稳回升出现幅度较大的反

弹。 ” 黄波解释称。

“前期金价击穿1200美元/盎司，逼

近去年年中低点， 此处有较强的心理与

成本支撑。 ”李富说。

如果全球经济周期按照 “衰退—

复苏—快速发展” 的路径进行，那么这

一过程中金银价格走势将持续受到抑

制。“这个过程中，经济环境好转，流动

性充沛 （有收紧预期）， 风险偏好上

升，企业尝试新的投资，股市再次成为

大的蓄水池， 此时金银避险和保值都

得不到体现，价格自然会走熊。 ” 展大

鹏表示。

“从技术面看， 黄金白银都已跌至

2010年震荡区间的密集区域附近，近期

跌速在减缓；基本面上看，主要还是受国

际风险事件影响， 以及美联储加息的预

期压制， 但风险事件只能在一段时间内

主导行情， 长的趋势依然是受加息预期

空头主导， 所以预计贵金属以后的走势

依然为盘跌走势，美国加息预期‘靴子

落地’后贵金属或有好的投资机会。” 黄

波认为。

对于近期贵金属市场投资， 富宝

资讯贵金属分析师王结蕾建议， 应持

续关注美国近期数据尤其是美元指数

走势， 短期金银价格或者目前水平震

荡盘整， 若能站稳则有望迎来进一步

上涨，否则将冲回前期低位，并有望创

新低。“整体上，对金银价格长期走势

不乐观。 ”

埃博拉病毒：金融市场的黑天鹅？

□本报记者 王超

“我们正在和埃博拉病毒赛跑。 ” 10

月8日， 当主管人道援助事务的欧盟执行

委员做上述表示时，美国首例感染埃博拉

病毒的托马斯·邓肯已经病亡。 而当天稍

晚，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达拉斯郊

区一位病人也出现了埃博拉症状。

此前西班牙一名女护士被证实感染

埃博拉病毒后，欧盟已如临大敌。

埃博拉在美国和欧洲的出现使得投资

者担忧日益加剧。 巴克莱银行外汇研究团队

认为埃博拉是市场无法忽视的“尾部风险”。

金融市场这种担忧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该病毒变异性强， 当前几乎不可控；

二是可能会蔓延到发达经济体，令后者存

在大规模爆发的风险。

就第一种担忧来说， 本次病毒爆发与

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传染能力。研究人员已经

证实埃博拉的基因结构变化非常迅速，每次

爆发的特征都有一定的差别。并且至今为止

科学家们尚未得知病毒的潜在传播途径到

底有多少。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病毒只会通过

接触类传染，但是加拿大和美国的科学家警

告认为可能存在气溶性传染的可能。

就第二种担忧来说，市场人士分析，非

洲经济在全球的占比无足轻重。 但如果大

规模爆发， 势必将逐渐蔓延到其他主要经

济体。美国和西班牙均已出现埃博拉病例，

因此全球经济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

巴克莱近日也表示，“埃博拉是一个可

能令市场出现黑天鹅的尾部风险。病毒本身

是否会变得更具传染性以及发达经济体是

不是也会出现大规模爆发将是需要密切留

意的两个核心因素。 如果上述担忧成为现

实， 那么全球经济增长势必受到负面影响，

金融市场的波动率也有可能大幅增加，风险

资产将因此遭到抛售。 对于那些能够‘拒敌

千里之外’或者很好控制疫情的国家而言，

相应的货币和资产则将受到追捧。 ”

“爆发于几内亚的本次疫情和以往有

着明显的不同， 其影响力和破坏力更为广

泛，许多国家都面临相当的风险。 虽然目前

来看，大规模的爆发还只是尾部风险，但是

这种概率已经不能忽视。 ” 相关报道称，至

今为止已经确证病例4087例， 其中2071人

已经死亡，这超过了过去历史所有的死亡案

例，并且死亡人数还在以无法控制的速度增

长。疑似病例的数量也远远超出了美国疾控

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预估。

从当前的形势演变看， 埃博拉病毒影

响的领域波及航空、旅游、商品贸易以及疫

情区的农业生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报道称， 在塞拉利昂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高

达40%的农田被弃收，因为农户担心感染埃

博拉病毒。在利比里亚受影响最大的农业县

洛法， 包括食品在内的商品价格涨幅仅在

2014年8月份就从30%增至75%。

不过，埃博拉病毒迄今为止还没有在

全球金融市场上造成实质性恐慌。 但在昨

日沪深股市上， 埃博拉概念开始走高，达

安基因一度涨逾8%。 至收盘，达安基因、

鲁抗医药、金城医药、莱茵生物等涨幅均

较为显著。

利好涌现 动力煤价格迎来缓涨

□华联期货 孙晓琴

近期动力煤市场利好涌现， 神华涨

价、大秦线路检修、政策扶持以及需求旺

季逐步来临等均对煤价形成提振，使得动

煤主力1501合约自500元/吨一路上涨至

目前的530元/吨附近。 展望后市，多重政

策托底动煤市场，季节性旺季推动需求出

现回暖均有利于动煤延续上涨。但当前电

厂较大的煤炭可用库存以及期货升水较

高或将使得煤价的上涨之路较为坎坷。

扶持政策密集出台， 煤价底部夯实。

10月8日，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

于调整煤炭进口关税的通知： 自2014年

10月15日起，取消无烟煤、炼焦煤、其他烟

煤等燃料的零进口暂定税率， 分别恢复

实施3%-6%的最惠国税率。 此举一出，

煤炭相关期货品种大幅上涨， 焦煤更是

涨停收官。 此次取消5大进口煤种的零

进口暂定税率， 将给进口煤炭增加

20-30元/吨的成本。

去年以来， 国家及地方政府陆续出

台多项政策来挽救煤市，《关于遏制煤矿

超能力生产规范企业生产行为的通知》

更是正式下发到25个产煤省区。 整体来

看，当前救市政策重点是控制供给端，即

“进口减量、企业减产” ，效果也已初步显

现。 今年以来国内煤价的不断下跌使得进

口煤价格优势不在， 加上国内部分企业主

动减少进口，8月中国煤炭进口量仅为

1836万吨， 同比跌幅高达27%， 创今年新

高。 国内企业主动限产减产也使得煤炭产

量出现下滑 ，8月山西商品煤产量为

8005.96万吨， 较去年同期减少50万吨，产

量及进口双双下滑使得供给端压力出现减

缓。后期随着进口关税上调政策的实施，进

口煤优势将更加不明显， 进口煤继续减少

将成必然，而这也在供应端大幅利好煤价。

动力煤价格有望缓涨， 但涨幅或有

限。 进入四季度，动煤迎来了季节性旺季，

随着气温转凉及水电的逐步退去，市场对

动煤的需求好转。 观察历史数据可知，从

2006年以来，除2008年金融危机外其余7

年港口煤价均有不同幅度上涨，预计今年

在大秦线路检修及冬储效应的影响下，港

口煤价上涨是大概率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动力煤期价的上

涨更多是受到政策性的推动，目前下游需

求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尽管后期需求会有

好转，但预计难以与去年持平，动力煤上

涨幅度有限。 当前6大发电集团合计耗煤

量回落至56.2万吨，而电煤库存则再度上

扬至1410万吨以上， 存煤可用天数上涨

至25天，库存较高使得电厂不大可能出现

去年抢煤拉运现象。 9月以来动煤现货市

场出现小幅回暖，部分煤企也试探性上涨

5元/吨，笔者认为煤价的小幅上涨电厂尚

可接受， 一旦后期煤企试图大幅拉涨煤

价，电厂完全可以通过消耗自身库存来降

低采购量，使得涨价难以延续。

综上所述，政府密集出台的多项扶持

政策对煤价起到托底作用， 限产保价、限

制进口均已取得效果。 后期来看，随着季

节性消费旺季来临以及市场心理的逐步

改善，煤价有望在多重利好支持下出现一

波上行。 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宏观环境

的疲软以及电厂库存的高企或使得期价

上涨空间受限。 对应操作上，投资者可依

托均线顺势做多。 另外，鉴于动煤基本面

在工业品中较强，投资者可将其作为一个

多头品种来做资产配置。

美联储加息进程未被打破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 程小勇

10

月

8

日， 美联储公布

9

月份会议纪

要， 从会议纪要中可以看出三个信号，这

些信号也显示美联储在未来升息上可能

保持更多耐心。 信号一：前瞻指引“难”改

变。 纪要显示，绝大多数与会者偏好将前

瞻指引修改为取决于经济数据和

FOMC

委员会对就业、通胀的评估。 与会者认为，

修改后的前瞻指引可能有助于公众理解

FOMC

的反应机制， 同时也给

FOMC

足够

的灵活度对经济前景作出回应。

信号二：强势美元威胁经济。会议纪要显

示，在美联储会议期间，美元继续升值，特别

是兑欧元、日元和英镑。 一些与会者担心，欧

元区经济增速和通胀持续不及预期可能令美

元进一步升值，这对美国出口有负面影响。

信号三：就业市场仍存闲置资源。 美

联储在隔夜的会议纪要中则指出，多数委

员认为就业市场资源仍有严重利用不足。

美联储部分官员担心，美国经济增速恐怕

会在中期之内放缓，就业市场的平衡性过

程也会面临风险。 虽然美国失业率在上月

成功降至

6%

以下， 但是美联储仍对此不

尽然满意，

10

月

7

日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

在讲话中也已强调了这一点。

美联储会议纪要可以总结为：全球经

济减速是美国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之一。

改变前瞻指引被认为是美联储沟通方面

面临挑战。 大多与会者希望能澄清，前瞻

指引是依赖数据而定的。 某些与会者担心

目前的前瞻指引暗示要过超出适当期限

的时间后才加息。 参与者们强调，加息并

非机械模式，也不与日期固定在一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联储不存在提

前加息的可能，也不意味着美联储货币回

归常规的进程被打破。 首先，在零售销售

与外贸数据明显增长的带动下，今年第二

季度美国

GDP

增速创十个季度新高，第二

季度美国

GDP

年化季度增长

4.6%

，增长率

连续两次上修，体现了经济增长强劲反弹

的势头。 其次，

FOMC

货币政策前景将取

决于就业最大化和通胀率达到

2%

这两大

目标的实现进展，因此按照当前美国个人

消费支出， 企业资本支出的良好势头下，

美国就业市场年内有望提前实现就业率

下降目标。 最后，美元升值对美国经济的

冲击可能被高估。 从汇率角度来看，美元

升值主要体现为兑欧元、日元，而美元对

人民币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属于相对

贬值，而美国对新兴经济出口相对强劲。

因此， 短期美联储提前加息预期降温，

导致美元回撤，大宗商品特别是贵金属出现

超跌反弹，但是只要美国经济复苏还处于健

康轨道中，美联储加息回归货币正常化的进

程就不会被打破，中长期贵金属继续承压。

第九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即将召开

由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马来

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联合举办

的第九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将

于11月6日在广州举行。 大会以

“新形势、新策略、新发展”为主

题，将邀请来自境内外油脂油料

贸易、生产、消费等产业链现货

企业，期货公司、金融机构、信息

机构等油脂油料产业配套服务

机构以及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等

各界代表参会。

据相关人士介绍，第九届国

际油脂油料大会将设 “中国宏

观经济形势及展望” 、“全球粮

食定价机制分析与展望” 以及

“中国压榨行业产业现状及发

展趋势” 等九大主题演讲，并安

排 “跨市场套利交易模式及策

略探讨” 和“油脂油料市场发展

展望” 两个论坛环节。

2014年以来， 国际金融市

场风云变幻，大宗商品价格跌宕

起伏。 三季度以来，国内油脂油

料市场风云变幻，价格直线滑落

近1000元/吨。 随后，国内大豆

贸易商“洗船” 风波甚嚣尘上，

贸易融资商的“信用证”危机随

之到来为国内油脂油料市场后

市价格蒙上阴影。

进入7月份以来，在美豆今

年单产不断提升的利空因素压

制下，国内期货市场油脂油料市

场价格一路走低， 截至昨日，豆

油、棕榈油和豆粕期价指数分别

报收于5998元/吨、5292元/吨

和2873元/吨， 较2季度最后一

个交 易 日 分 别 下 挫 13.1% 、

10.5%以及19.3%， 价格水平已

经直逼2008年金融危机创立的

历史低点。 在此产业市场格局

下，国内油脂油料行业企业开始

聚焦第九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

并期待大会上重量级嘉宾、专家

的答疑解惑。 (王朱莹)

外强内弱 沪铝短期有望反弹

□本报记者 王姣

对欧美需求和“中国因素”

的不同解读导致近期国内外铝价

走势分化。 10月3日以来，伦铝指

数持续反弹近4%， 重新逼近

2000美元/吨关口； 而沪铝指数

自9月3日的14985元/吨高位跃

下后跌势难止，本周四继续下滑，

触及13770元/吨的阶段低位。

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的分

析人士认为，全球经济复苏态势

良好， 国际铝市供应仍相对紧

俏，短中期看铝价仍将强劲。

中国铝厂重启

内外走势分化

9月初以来，前期涨势强劲

的伦铝和沪铝双双跳水。 9月5

日以来， 沪铝1412合约价格从

14920元/吨累计下跌6.47%至

13885元/吨。而9月5日至10月3

日 ，LME 铝 03 合 约 价 格 从

2100.15美元/吨跌至1905美元/

吨，累计跌幅为8.49%；不过10

月3日后，LME铝03合约价格持

续反弹，10月9日重新逼近2000

美元/吨。

银河期货有色研究员林俊

华表示， 受印尼铝土矿禁令影

响， 上游原料价格有所回升，对

应伦敦铝价表现较强；而沪铝受

中国西部铝产能无序投放及一

些铝产能复产影响，短期对投资

者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国内外价格走势分歧主

要源于未来全球新增供应集中

于中国在四季度释放，所以相对

来说国内偏悲观，从该轮下跌中

也体现出中国铝厂提前抛售、后

市悲观的整体心态。而对于买方

来说，抵抗相对有限，拉涨意愿

受到了铝厂抛压的压制，所以表

现为国内疲软。 ”招商期货研究

员许红萍说。

因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国中

国的冶炼厂重启，美国铝业财务

长William� Oplinger日前预计

今年铝市场需求将超出供应67.1

万吨， 低于此前预计的93万吨。

不过许红萍认为，中国铝厂重启

量相对于新增量比较有限，国际

价格对之反应也较为淡静。

伦铝继续看涨

沪铝有望反弹

消息面上，LME最近库存

下滑至近三年低位， 研究机构

CRU则表示目前北美和欧洲的

需求良好，市场可用供应仍相对

紧俏， 预期第四季度及2015年

第一季度铝升水将依然 “强

劲” 。 而国内方面，受经济成长

忧虑拖累，中国铝厂重启对供应

造成压力，这是否意味着外强内

弱格局将持续？

林俊华认为，伦铝库存持续

下降， 较年初高点减少约90万

吨， 全球铝市供需矛盾发生转

变， 随着2014年年初以来印尼

铝土矿禁令效果发酵，上游瓶颈

风险正在显现，短期内铝土矿缺

口无法弥补，国际铝贸易升水不

断创新高。

对于沪铝走势， 许红萍表

示，虽然受到房地产政策等因素

制约，但沪铝需求依然受到高铁

轻量化等的提升， 增速维持在

10%以上。沪铝价格虽然弱于伦

敦， 但绝对价格上看13880元/

吨价格低于平均冶炼成本，而原

料还面临上涨压力，所以沪铝也

将呈现低部支撑， 下行空间受

限。短期涨势确立，但空间有限；

中长期受原料上涨及消费稳中

有增，仍具备一定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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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3 75.47 0.46 0.61

农产品期货指数

871.00 872.95 872.99 866.79 870.93 2.02 0.23

油脂指数

592.53 597.71 598.14 591.22 592.39 5.33 0.90

粮食指数

1329.75 1336.46 1337.41 1329.27 1333.62 2.84 0.21

软商品指数

764.84 759.01 765.60 750.26 764.42 -5.41 -0.71

工业品期货指数

755.79 758.30 759.17 750.03 754.26 4.04 0.54

能化指数

662.31 660.17 664.33 654.54 660.63 -0.46 -0.07

钢铁指数

518.28 529.65 531.88 517.77 518.16 11.49 2.22

建材指数

617.05 622.00 623.99 614.45 616.74 5.26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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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09 1001.47 983.03 993.67 -7.74 991.03

易盛农基指数

1043.27 1049.88 1036.49 1049.71 6.81 1045.66

9月正收益期货私募产品超七成

9月期货市场整体延续弱

势， 多数品种持续创出新低，股

指期货则在宽幅震荡中创出新

高。较为明显的趋势行情为期货

交易者们提供了把握高收益的

机会。据期货资管网数据报告显

示，截至2014年9月30日，在有

持续业绩记录的253只单账户

管理期货中，共有187只产品实

现正收益，占73.91%，平均收益

率为9.57%。 暂时领跑9月收益

排行榜的是山水投资旗下主观

趋势产品“水清嘉园” ，收益为

114.89%。

据了解，本月收益较好的账

户在交易品种上主要体现为做

空了塑料、PTA、铁矿石、豆粕

等品种。 此外，本月期货私募不

管是主观策略还是程序化策略

整体上都有较高收益表现，相对

来说主观策略的表现更加突出。

数据显示，在统计的130个量化

策略账户9月的平均收益率为

5.63%，而123个主观策略账户9

月的平均收益率为13.74%。 在

操盘手和资管团队的业绩比较

中，104只团队产品9月的平均

收益率为10.46%，而123个操盘

手账户 9月的平均收益率为

8.61%。（马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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