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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难以摆脱原油“梦魇”
□本报记者 官平
于大宗商品市场而言，油价暴跌“
梦
魇” 挥之不去。 11月末油市引发的“巨
震” 仍然余波不断，12月以来国际油价
跌逾5%，这也拖累一揽子大宗商品价格
下行，特别是橡胶、聚丙烯、塑料等能源
化工品价格跌幅较深。
分析人士指出， 原油是大宗商品的
龙头， 原油价格下跌直接影响到市场做
多心理，整个市场多头气氛产生影响，另
外近期美元指数持续上行， 也令以美元
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受到压制。

“
价格战” 愈演愈烈
目前国际原油市场正处于产油国利
益格局重塑的初期阶段， 由沙特率先实
施的产油国市场份额争夺战刚刚开始，
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全球商品在沉
寂了几日后周一（12月8日）再度出现异
动，油价重挫逾4%，至五年新低，美元升
至五年半高位。
消息显示， 继11月初沙特降低出口
到美国的原油价格后，12月沙特加大了
向亚洲和美国出售原油的折扣力度。
格林大华期货分析师原欣亮表示，
下调对亚洲的原油出口价表明了沙特
在争取重要下游买家上的态度，而继续
下调对美国的原油价格则进一步彰显
其针对美国页岩油保护美国市场份额
的态度。
这场 “价格战” 另一个重要的角
—美国， 正在以三十多年来最快的
色——
速度生产原油。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报告
显示，截至11月28日当周，美国国内石油
产出增加6000桶，达到908万桶，这是自
1983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的报告显
示，美国的石油钻井数量回升。 占美国页
岩油生产88%的三大生产地——
—巴肯、
鹰滩和帕米亚盆地的新井开采产量在增
加。 EIA称巴肯和鹰滩等页岩新井产量
也在12月达到最高纪录。
原欣亮认为， 新的利益格局重塑需
要 至 少 4-7 个 月 的 时 间 ， 在 此 期 间 ，
OPEC（以沙特为代表）和美国页岩油原
油市场的蛋糕将重新划分。 预计年内国
际油价将在厮杀中下跌， 美国油价有望
跌到60美元/桶。

美元指数“咄咄逼人”
美元的因素也不能忽视， 美元指数
强势上涨，12月5日触及到89.55的高位，

这是自2006年4月以来的新高；7月以来
的涨幅达到11.7%，这也令以美元计价的
原油进一步走低。
民生期货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屈晓
宁表示， 美元上涨是趋势， 随着美联储
QE退出和加息预期增加，美国经济数据
也在持续向好， 会引起资金流向美国从
而促使美元这一全球货币的需求增加。
另外，欧洲和日本的量化脚步逐渐逼近，
欧元和日元的贬值也推升美元， 从未来
交易角度看，美元依旧在升值区间，对大
宗商品价格是压力， 商品更多回归商品
属性，金融属性逐步减弱。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总监李永民表
示， 原油对大宗商品价格可以从以下三
个渠道产生影响：首先，原油是石化产业
链重要的原材料， 原油价格下跌直接降
低下游产业链的生产成本， 从而对下游
产品价格形成压制；其次，汽油、柴油是
原油的重要下游产品，汽油、柴油价格随
着原油价格下跌而回落有助于降低其他
商品的物流成本， 从而也推动其他大宗

商品回落；原油是大宗商品的龙头，原油
价格下跌直接影响到市场做多心理，整
个市场多头气氛产生影响。
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因素很
多，原油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李永民认
为，随着原油下跌题材逐步被市场消化，
其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会有所减弱， 但无
论如何， 原油价格下跌对市场还会产生
利空影响。

持续性如何演绎
国际油价暴跌的梦魇一直纠缠着
大宗商品市场。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
长助理程小勇表示， 从流动性来看，全
球很大一部分美元流动性来源于石油
美元，因此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将使得石
油出口国收入大幅削减，石油美元也面
临收缩；从通胀角度来看，原油价格下
跌会引发通缩的担忧，从而传导至大宗
商品需求层面。
程小勇说， 国际原油持续下跌，对
于大宗商品而言是利空的。 未来前期一

些因此上游石化原材料凭借垄断地位
而抗跌的塑料、PP和PTA等都会由此受
到很大的冲击。 而具备金融属性的铜、
黄金也可能受到波及，农产品中油脂类
因新能源替代效应也会收到影响，因此
这些品种会反应上游成本下降，下游消
费替代的具备。
另外，业内人士还表示，美元指数大
幅上涨， 对于原油和大宗商品而言在较
长一段时间是不利的。 原因在于：首先，
美元汇率强势上涨， 以美元计价的国际
大宗商品必然需要重估；其次，美元实际
利率上升将导致持有这些资产的机会成
本上升，从而导致投资者会抛售铜，或者
压缩融资交易规模， 使得被隐性库存显
性化；再次，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将导
致资金回流美国，新兴市场遭遇冲击，而
新兴经济体又是大宗商品消费最大的载
体。 因此，美联储在尚没有加息之前，相
对效应已经导致美元强势上涨， 一旦启
动加息，那么美元涨势更为强烈，对商品
的利空将加剧。

黄金成为油价下跌“陪葬品”
□国金汇银 周智诚
近期石油价格持续暴跌的原因，存
在两种略显表面化的分析。 一些人认为，
这是西方及西方的中东盟国制裁俄罗
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反美国家的“
补充
手段”，油价大跌将令他们的财政收入下
跌，货币贬值甚至政局不稳；另一些观点
则认为，油价暴跌是OPEC与新页岩油气
生产商(主要是美国国内)之间“
价格战”
的结果， 低油价有利于低成本的中东产
油国而不利于高成本的页岩油气生产
商。 但这两种分析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
件事情， 那就是美国目前正处于2008年
爆发危机以来复苏最强劲的一年， 目前
最需要以低通胀、 高增长来增加就业和
居民消费，降低曾经高企的失业率，彻底
摆脱经济危机的尾部风险， 让货币政
—也就是利率水平恢复正常， 特别
策——
是在大规模QE已经结束的情况下。
在这种非常强烈的外部需求之下，
设法把油价控制在低水平、 进而把通货
膨胀也控制在低水平， 形成一种低通胀
下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和就业恢复就特别
重要。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已经一再显示，
去年以来美国的非农就业增长一直维持
高水平，但劳动者薪资却增长缓慢。 但美

国国内有研究分析指出， 在美国收入最
低的五分之一家庭中， 一年的汽油费开
支在税前收入中占13%； 在收入最高的
五分之一家庭中，占比为2.5%。 油价从今
年6月到现在下跌约30%，几乎相当于每
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支出2,300美元；
油价如果持续维持低水平， 美国消费者
在能源上的名义开支会从今年6月时占
总 收 入 的 3.2% 降 低 到 2015 年 3 月 时 的
2.5%， 对消费者而言事实上是大约相当
于800亿美元的减税，对美国家庭来说这
是超过十年以来最小的一份汽油账单。
对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来说， 这样的低油
价对经济复苏和预期的升息计划来说真
是太棒了！ 它甚至可以直接体现为工资
没有增长的民众可以在年末购物季增加
消费， 同时低油价带来的低通胀还令消
费品价格难以上涨， 现在这个时期的美
国，太需要这样的局面了。
大家不要忘记黄金在各类资产组
合中的根本价值所在，就是最佳的抗通
胀产品和避险保值品种。 现在局面相当
特殊：控制全球基础货币的美国需要通
过低油价把通胀控制在很低水平，美欧
发达经济体通胀都在1%上下甚至更低，
这几乎把黄金的抗通胀能力挤得一干
二净；在欧洲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生严重

主权债务违约的情况下，黄金的避险功
能也快速下降；至于地缘问题，似乎看
不出要大规模利好黄金的任何迹象。 这
种外部环境下， 黄金自7月以来跟随石
油一路下跌，从1345美元/盎司跌到11月
7日的1131美元/盎司，累计下跌约16%，
跌幅仍然比油价小很多。 但在油价持续
低迷，至少短期内不可能快速上升的时
候，金价只能作为油价的陪葬品，继续
沉沦一阵子了。
作为一种珍贵的不可再生能源资
源， 油价持续走低明显不符合产油国利
益。 但他们都是美国的“
亲密盟国”，对美
国提供的安全保障需要支付利益， 科威
特石油部长在OPEC会议前所言的“
无论
油价在100美元、80美元或60美元， 都必
须接受……” 无疑就是这种心态的最佳
表白。 12月5日刚刚发布的美国11月非农
就业增长高达32.1万，大大超过预期，国
金汇银认为， 这样的复苏力度会让人感
觉不久的将来， 美国经济复苏到消费者
连高油价都不觉得贵， 在高油价下都敢
“
任性”消费，美国的利率也恢复正常，那
时油价和金价必定一起走高， 油价引发
多少通胀，金价上涨抵消多少通胀，金价
油价的紧密联动将再次完美呈现在全球
投资者面前。

牛市期货资管调增股票标的配比
□本报实习记者 马爽
随着上证指数的疯狂拉升，不管是券
商、保险等金融机构资管部门都在紧急召
开内部会议，一些期货公司资管部门甚至
也在周末加班， 商讨面对如此疯狂行情，
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牛市VS期货资管
11月24日至12月5日，上证指数持续
暴涨，涨幅已经高达18.13%，上涨节奏和
力度之强令市场瞠目结舌。 各类专业机构
投资者净买入也在快速增长，那么，期货
资管投资该如何调整配置？
对于这样的疯狂行情，多位期货公司
资管业务负责人在采访中对记者表示：
“这样的牛市行情， 对期货资管投资配置
会产生很大影响。” 据了解，目前多家期货
公司资管已经重新调整投资标的。
一般而言，期货资管投资方式多种多
样，商品期货间套利、股票与股指期货间

套保、纯单边做某一期货品种交易是常见
的三种类型。 “牛市行情，对期货资管投
资中的股票与股指期货间套保策略产生
很大冲击。 ” 民生期货市场发展部副总经
理屈晓宁表示，由于前期一些期货公司选
择的策略是多股票空股指期货， 不过，由
于近期股市和股指期货均出现大幅上涨，
再加上股指期货10倍的杠杆放大作用，
多股票空股指期货策略显现已经不再合
适，一些期货公司选择平仓该策略或者仅
做多股票。
此外，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家公司资
管部门在上周已经开始纷纷调增对股票
的配置比例。 不仅如此，记者在上周六下
午致电华南一家期货公司资产管理部经
理采访时，该经理表示：“我们公司正在开
会研究如何调整期货资管配置方案。 ”
在A股市场出现久违上涨行情的背
景下， 不仅期货资管加紧调增股票配置，
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券商这三类抓市场
高手的机构，近日的业绩也成为最好的投

研能力试金石。“
不管是公私募基金产品，
还是券商资管产品，通过参与定向增发博
取高收益，尤其是在牛市环境下，定增类
股票往往有较好表现。” 券商人士表示。
不仅是国内金融机构资管纷纷加大
股票投资筹码，就连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
公司贝莱德在国内沪港通未开启之前已
率先部署加码购买A股，以迎接未来3到5
年的A股牛市。

一对多业务放行
就在上证指数大涨之时，业内呼吁已
久的期货资管“一对多” 业务终成行。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在2012年得
以放行，但业务开展仅限于为单一客户办
理资产管理业务和较高门槛让该项业务
发展较为缓慢。 新规实施后，期货公司及
子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将不仅包括为
单一客户办理资产管理业务，还能为特定
多个客户办理资产管理业务。 “这有助于
A股增加入市资金。” 有业内人士表示。根

据规定， 期货资管业务的投资范围包括：
期货、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股票、债
券、证券投资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央
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
“期货资管业务在政策上的突破，将
成为整体提升中国期货业竞争力的发动
机，促进形成以期货资管为平台的多赢局
面，开创大资管时代‘六方格局’ 的财富
管理市场。 可以预见，期货资管必将成为
‘
大资管时代’ 的重要力量。” 交通银行金
融机构部童学卫表示。
此外，上周五，证监会表示将就《股票
期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及其相关指引征求意见。 对此，屈晓宁表
示，未来股票期权交易的放开，将为期货
资管提供一种新的投资工具。
童学卫还认为，伴随相关规定的进一
步放开， 不论是证券公司还是期货公司，
将按照统一标准开展私募业务。 这些政策
导向都表明，期货资管将成为期货经营机
构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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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周二！ 期市六大品种罕见跌停
□本报记者 王超
受国际油价和A股下挫影
响，昨日国内商品期货惊现“黑
周二” ，沪胶、塑料、PTA、铁矿
石等六个品种触及跌停，化工品
跌势惨重，甲醇、PVC刷新记录
低位， 黑色系品种再现抛售浪
潮。 至收盘，44个交易品种中，
唯有黄金、白银、国债期货、菜粕
和豆粕等10个品种上涨。
隔夜国际油价跌至五年来
低点，受此拖累，昨日国内化工品
期货沦为重灾区，上午橡胶和PP
期货即宣告跌停。从走势看，沪胶
1505合约低开低走， 跌穿12000
元后触及跌停板11875元， 但随
后有所回升，终盘收于12285元，
跌幅达1.76%。塑料主力合约大幅
低开， 稳步下行， 触及跌停板
8065元，尾盘收低3.87%，报8075
元。 PTA1505合约开盘瞬间跌破

5000元， 随后触及跌停价4944
元， 最终收报5014元， 跌幅为
2.64%。 甲醇盘中触及纪录低位
2287元，最终录得2.31%的跌幅，
报2322元。 PP盘中触及记录低
位、 跌停价7759元。 PVC触及
5385元，均刷新上市以来新低。
贸易数据不佳，黑色系集体
承压。 铁矿石主力合约缩量下
行，期价低开低走，并触及跌停
板471元，此后跌幅缩小，终盘
收低0.41%，报488元。 螺纹钢三
连阴， 焦煤、 焦炭也分别录得
0.52%和0.39%的跌幅。
期市资金流向方面， 据文华
财经统计， 沪铜持续呈现资金大
量流出态势，1502合约资金流出
3.1亿元，为资金流出最大的合约。
沪金成为资金流入最大的品种，
1506合约资金流入1.2亿元。 板块
方面，软商品遭遇抛售，成为资金
流出最大的板块，为2.2亿元。

大商所农产品数量增至10个

玉米淀粉期货19日挂牌
□本报记者 王朱莹
12月9日，大连商品交易所
（以下简称 “大商所” ） 发布
《关于玉米淀粉期货合约上市
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确定自
2014年12月19日 （星期五）起
上市交易玉米淀粉期货，通知同
时对玉米淀粉期货合约上市交
易有关事项进行了明确。
根据通知，玉米淀粉期货首批
上市交易合约为CS1503、CS1505、
CS1507、CS1509、CS1511；合约交
易保证金暂定为合约价值的
5%， 涨跌停板幅度暂定为上一
交易日结算价的4%， 新合约上
市首日涨跌停板幅度为挂盘基
准价的8%； 合约交易手续费为
1.5元/手， 当日同一合约先开仓
后平仓手续费分别减半收取；每
交易日结算后，交易所将公布玉
米淀粉期货合约相关成交量和
持仓量；玉米淀粉仓储及损耗费

定为0.8元/吨天。 新合约的挂盘
基准价由交易所于上市前一个
交易日另行通知。
通知明确了玉米淀粉期货
的指定质检机构和交割库：指定
质检机构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检验有限公司和中国检验认证
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作为玉米淀
粉的指定质检机构；指定交割仓
库为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指
定交割厂库为中粮生化能源
（榆树）有限公司、中粮生化能
源（公主岭）有限公司、山东寿
光巨能金玉米开发有限公司、保
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中
谷淀粉糖有限公司、山东福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指定交割仓库
（厂库）自玉米淀粉合约上市交
易之日起使用。
玉米淀粉期货上市后， 大商
所农产品数量将增至10个， 全部
期货品种数量将达到16个， 我国
商品期货品种数量将达到44个。

夜盘提升国内期货国际影响力
□本报实习记者 马爽
为进一步提高期货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 适应期货市场
对外开放需要， 以及提升我国期
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 进而促进
期货市场功能发挥， 近日郑商所
宣布将在本周五开展夜盘交易。
实际上，在当今世界经济一
体化背景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
逐步深入，国内外经济联系更加
密切，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稳步
增加， 价格联动性进一步提高，
并且成为长期趋势。
对此，浙商期货副总经理华
俊表示，国内期货市场扩大夜盘
交易品种是国际化大势所趋，不
仅可以加强国内与国际商品间
的联动性，也有助于投资者及时
处理夜间持仓风险问题。
“夜盘交易是国内期货市
场重要的制度创新。夜盘可以为
投资者提供更为充裕的交易时
段来对冲交易风险，适应世界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 新湖期
货董事长马文胜表示。
此外，从会员角度来讲，在其
运营成本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开
展夜盘交易将增加客户的多元化
投资渠道， 提升会员公司服务能

力。据华俊介绍，自去年国内推出
夜盘交易以来，公司已在人员、系
统、应急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我国
期货市场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投
资者利用期货市场进行资产配置
和组合交易。从长期来看，夜盘交
易对投资者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
惯都将带来重要影响， 在资产配
置中会对交易品种、 交易思路等
逐步进行调整。“
从目前以来，夜
盘品种对公司成交量的贡献度已
经达到20%， 未来随着更多品种
参与夜盘交易， 市场成交量有望
继续提升。 ” 华俊表示。
而目前，大宗商品的定价中
心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期货
市场。随着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
放步伐的加快，国际投资者参与
我国期货市场将是必然趋势。
对此，马文胜认为，开展夜盘交
易对国际投资者认识、熟悉我国
期货市场将提供便利，为最终吸
引他们参与交易奠定基础。 另
外，部分期货品种的国内现货产
销、进口量在世界上占据较大份
额，尤其是部分国内独有的优势
期货品种，开展夜盘交易对增强
这些品种的国际定价权是有益
尝试和积极探索。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2014年12月9日）

传统经纪业务遇瓶颈

期货公司互联网金融谋布局
□本报记者 王超
在互联网金融颇有燎原之势的今天，
隶属于金融行业的期货公司也在思考自
己的金融互联网之路。 日前，在大商所与
北京期货商会联合举办的一场互联网金
融座谈会上，与会的各大期货公司技术部
门的负责人纷纷表示，发展互联网金融已
是大势所趋，期货公司若能在此番汹涌而
至的数字化革命浪潮中占得先机，或许就
将走在时代的前沿。
随着传统经纪业务的发展陷入瓶颈，
期货公司逐渐开始在互联网金融的方向
上谋篇布局。
据记者了解，目前，期货公司在互联
网金融方面进行了多方尝试，包括网站的
建设、手机APP的开发、微信公众平台的
运营以及与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合作等。
一家总部位于华东地区的期货公司
总经理对记者表示，由于每家公司的定位

不同，因此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商或许会
有可能如“余额宝” 般，是由互联网公司
服务的期货公司该如何应对随着互联网
是一类公司会去追求的方向。 “互联网金
来主导的。
发展往后可能出现的零手续费，其实是有
融在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等方面存在优
“现在的移动运营商们如何应对互联
异曲同工之妙的。” 在本次座谈会上，银河
势，同时也能提供标准化服务，增强客户
网进来之后的免费通话，与同样作为通道
期货技术总监王卫用这样的例子结尾。
体验， 但客户的需求总是千差万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2014年12月9日）
别， 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如果完全
依靠互联网金融， 除了有可能泄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露客户的隐私 ， 效 果 也 并 不 理
易盛农期指数
984.79
986.00
973.77
981.69
-6.35
979.28
想。 ” 这位总经理还表示，如果所
易盛农基指数
1027.49
1027.49
1016.75
1022.74
-5.31
1021.78
有的公司都挤 上 互 联 网 金 融 的
“独木桥” ，对期货行业来说也并
不见得是好事。
还有与会者认为， 对多数期
货公司来说， 由于目前的模式还
是能带来可观的利润， 因此改革
的动力并没有想象中迫切， 互联
网金融如果真正在期货行业掀起
了颠覆性的革命， 彻底改变了期
货行业的生态， 或许这种革命并
不是首先从期货公司开始， 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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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12
568.36
1368.47
747.24
734.04
609.75
528.36
619.83

收盘
72.64
863.09
565.83
1369.69
745.49
734.22
610.05
530.90
621.34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72.78
864.19 856.73 864.39
568.50 560.92 568.92
1372.35 1362.20 1367.80
747.74 736.78 746.70
736.45 726.31 735.35
610.35 599.23 618.30
530.97 521.26 528.62
621.41 613.62 619.71

涨跌 涨跌幅(%)
-0.14
-0.19
-1.30
-0.15
-3.09
-0.54
1.89
0.14
-1.20
-0.16
-1.13
-0.15
-8.25
-1.33
2.28
0.43
1.63
0.26

东证期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一览（
2014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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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16
760.49
790.35
418.20
813.72
926.17
1143.18
1282.25
1076.02

较前一日涨跌
-2.05
2.13
-2.03
-5.81
-0.82
-4.95
-2.01
3.66
-4.17

较前一日涨跌幅
-0.19%
0.28%
-0.26%
-1.37%
-0.10%
-0.53%
-0.18%
0.29%
-0.39%

注：周二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多数品种继续其跌跌不休的走势，整体
呈现“
农强工弱”的格局；其中，金属分类指数在贵金属的反弹带动下小幅上
涨。 截至昨日收盘， 上涨前三的品种有黄金、 白糖和螺纹钢, 涨幅分别为
1.62%、0.73%和0.59%； 下跌前三的品种有塑料、PTA和棉花, 跌幅分别为
2.77%、1.69%和1.61%。 综合影响下，东证商品期货综合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
跌0.19%,收报于1075.16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