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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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9 70.95 0.04 0.06

农产品期货指数

868.36 869.58 871.79 866.62 865.76 3.81 0.44

油脂指数

569.89 570.29 573.83 567.36 565.77 4.52 0.80

粮食指数

1365.88 1366.93 1370.04 1361.30 1364.11 2.82 0.21

软商品指数

762.09 764.84 766.72 761.73 761.88 2.97 0.39

工业品期货指数

731.95 730.47 734.55 729.01 731.83 -1.36 -0.19

能化指数

621.45 615.82 622.29 613.89 619.72 -3.90 -0.63

钢铁指数

536.65 536.96 539.61 533.48 536.52 0.44 0.08

建材指数

623.22 621.89 625.91 619.95 622.97 -1.08 -0.17

蛋价中长期仍有上行空间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在禽流感疫情扩散隐忧、节

日消费未大幅启动、 持续低迷

的生猪价格等多重利空因素打

压之下， 鸡蛋期货价格自2014

年12月12日以来持续回调。 随

着后期春节备货的启动， 近期

鸡蛋期价出现企稳态势， 基于

蛋鸡存栏大幅下降和生猪长周

期上涨的逻辑预估， 中信期货

认为鸡蛋市场价格仍有中长期

的上涨机会。

季节性旺季来临

随着需求淡旺季的变化，鸡

蛋价格走势呈现一定季节性规

律，整体围绕五一、国庆、春节

三大节波动。 “春节前鸡蛋市

场存在阶段性做多机会， 春节

过后可在价格回落时布局长期

多单。 ” 中信期货分析师张革

认为， 未来蛋价中长期运行的

价格底部区间将较2014年有所

抬升。

养殖周期的特殊性决定了

鸡蛋市场的供应格局由存栏水

平决定。 张革指出，蛋鸡存栏水

平大降，国内蛋鸡产能的去化效

应显现，供需再度紧张，为蛋价

中长期上涨的根本动力。

按照一般的养殖周期估算，

鸡苗从补栏到开始产蛋需要17

周左右的时间，经过8周的产蛋

低谷期后才进入产蛋高峰，后备

鸡的存栏水平变化可影响鸡蛋

供应的中期变化。而芝华数据统

计的全国2000家养殖场数据显

示，2014年1月份至11月， 全国

在产蛋鸡存栏水平持续维持底

部震荡，虽然存栏绝对数值从8

月份开始有所回升，但同比跌幅

仍超过20%以上，处于历史低位

的存栏水平使得今年蛋价走出

新高。 同时，从育雏鸡的存栏水

平来看，国内育雏鸡的补栏量持

续萎缩，2014年2月份之后补栏

量同比跌幅均在40%左右，这将

使得未来半年以后的在产蛋鸡

增量受限。

“从长周期的祖代鸡供应

下降和中周期的后备鸡存栏

不足来看，2015年国内鸡蛋产

量供应将同比下降。 同时禽蛋

需求量相对稳定，从而使得鸡

蛋市场的供需平衡度走向紧

张，支撑鸡蛋价格中期走高。 ”

张革说。

猪周期VS蛋价

“作为大宗肉蛋消费的同

类品，生猪和禽蛋价格的相关性

是比较大的。通过对生猪价格与

蛋禽价格进行统计测算，发现三

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且生猪价格影响鸡蛋、白条鸡价

格。 因此，在鸡蛋市场价格走向

的变化过程中，猪价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参考指标。 ” 张革表示，

猪价上涨的红利溢出效应将给

鸡蛋价格带来长期支撑。

能繁母猪存栏决定生猪长

期供应，2015年生猪供应将同

比大幅下降。 一般而言，从养殖

户开始补栏母猪至生下仔猪并

育肥的周期要经历一年以上的

时间。固定的生猪养殖周期决定

了能繁母猪存栏水平变化的重

要性。 2014年11月，国内能繁母

猪存栏跌破4400万头大关，环

比下降1.2%， 同比下降12.1%，

至4368万头， 为有数据统计以

来的最低点， 且远低于农业部

“4800万头” 的预警线。 同时，

国内二元母猪市场报价自2013

年初以来持续处于下跌趋势，价

格已跌至有数据统计以来的区

间底部。

此外，生猪产业预警中心的

母猪存栏估算数据也反映出养

殖户补栏积极性低迷，母猪淘汰

量在今年2季度出现较大幅度

增加后维持偏强震荡。 “因此，

能繁母猪存栏的绝对低位决定

了未来一年左右的生猪市场供

应都将不足。而生猪供应的下降

则决定了长期来看猪价长周期

上涨将成为可能。 ” 张革说。

玉米价格延续季节性震荡

□中信期货 张革

近期国内玉米现货均价持续回落，东

北地区价格相对偏强。而国储收购进程的

不断落后和竞拍再启等政策性干扰使得

玉米市场供需格局震荡。 整体来看，中期

玉米市场仍将维持弱势震荡格局，国储收

购进度对价格影响较大。

新作玉米收购进度明显落后， 竞拍

再启增加供应。 去年12月31日，河北、黑

龙江等10个玉米主产区各类粮食收购企

业累计收购玉米4714万吨， 同比下降

0.92%；国储收购量约为1198万吨，较上

年同期下降289万吨，或19.43%。 国内玉

米新作收购进度同比增加的良好开端未

能持续，随着收购进度的放缓，收购总量

开始出现同比下滑。 同时国储玉米收购

进度也大幅落后于去年同期。 政策托市

支撑力度下降，玉米现货市场承压下滑。

与此同时，1月6日-8日国储重启玉米竞

拍，计划拍卖500万吨玉米，并与进口配

额相关联。 预计此次竞拍将会有较好表

现，从而间接增加玉米市场供应压力。 因

此， 中期玉米市场的供应问题将为困扰

玉米价格波动的主要因子， 预计在现货

市场可用存量依然充裕的前提下， 玉米

价格承压概率较大。

下游开工回落，港口库存下降。 据汇

易网统计数据显示， 最新一周国内玉米

淀粉、酒精行业开工率开始下降。 虽然国

内玉米价格持续下跌， 但成本的下降并

未有效改善深加工行业的生产利润。 利

润的持续疲弱导致行业开工率开始出现

回落。 加上养殖行业存栏水平低下，玉

米下游消费情况依然不甚乐观。 另一方

面，最近两周国内玉米港口库存有所下

降。 参照上一种植年度同期变化，未来

玉米港口库存将维持高位震荡。 整体来

讲，玉米市场价格变动将继续受制于收

储进度与相关政策变动。 虽然元旦期间

发改委上调玉米深加工行业产品出口

退税，对玉米的深加工需求利多，但该

政策发挥尚需时日，对玉米市场基本面

的影响不能立竿见影， 短期更多表现为

市场情绪的波动。

玉米价格本身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

征，一般来讲是上半年低、下半年高，三

季度价格涨幅最大。 但是，通过比较期货

价格与现货价格发现， 二者的波动性存

在些许差异。 现货价格的季节性规律一

般表现为：一季度价格维持震荡，二季度

价格开始上涨， 并在9月份左右见顶，之

后价格回落并持续至12月。 期货价格的

季节性规律为：一季度价格偏强，二季度

至7月份左右价格弱势震荡，8月份至12

月份价格上涨， 但不会形成大的波动趋

势，更多的局限于区间波动。

然而， 虽然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

季节性规律存在些许差异， 但大体

趋势和方向保持了一致。 且量化结

果显示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同

步波动。因此，未来分析玉米市场价

格波动时还是需要将期货、 现货市

场统一看待， 只是从波动率的角度

上来讲， 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空间相

对偏小。

今年玉米收购进度落后给价格

带来不小的下行压力。 自前两周的

大跌后， 大连玉米期价近期止跌回

升， 与继续疲弱的玉米现货市场表现不

一。 而国内深加工行业开工率的回落和

养殖行业饲料需求低迷限制玉米价格上

行。 虽然元旦期间玉米深加工产品出口

退税上调的消息将短期带动市场情绪，

但尚不能对供需格局产生影响。 本周国

储竞拍500万吨玉米的成交情况为关注

的核心，若成交价格大幅走高，将有助于

玉米价格的进一步反弹， 否则玉米期价

将再现回落。 从中期供需基本面来看，玉

米价格将继续受制于较大的供应压力，

延续季节性规律维持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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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周期股期背离玄机之四

继踵原油 化工品现“多米诺效应”

□本报记者 王姣

本周四， 沪综指出现新年以来的首

次回调，一片惨绿之中，化工行业幸而成

为少数逆市飘红的板块。 不过，在“熊霸

天下”的大宗商品市场，化工品种仍然不

走运，从沥青、橡胶到塑料，从PP、PVC到

PTA，昨日全线难逃跌途。

事实上， 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化

工板块也一直在演绎期股 “冰火两重

天” 的历史，仅去年12月以来，文华化

工板块的累计跌幅就接近11%，而申银

万国化工指数涨幅超过3%， 多只个股

表现强劲。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分析人

士指出， 化工品价格萎靡不振的主要原

因有两点： 一是原油价格暴跌导致成本

支撑坍塌，二是化工行业产能过剩，而消

费需求疲软，供需失衡压力增加。而化工

类公司股价表现较强，主要受市场大势、

原油价格暴跌改善盈利预期及改革政策

等利好影响。目前来看，原油价格仍在下

跌过程中，叠加产能过剩和需求淡季，化

工品价格仍有下跌空间。 业内同时预计，

今年第二季度原油价格止跌维稳、 市场

由淡转旺的迹象出现之后， 或许能对化

工品价格形成底部支撑。

期股冰火两重天

昨日申银万国化工指数逆市收红，

板块中索芙特、内蒙君正、闰土股份、时

代新材等集体涨停，而期货盘面上，化工

品种几乎全线下跌， 截至收盘， 沥青

1506、橡胶1505、塑料1505日跌幅分别

为2.24%、1.79%、1.01%。 此外，PP1505、

PVC1505、PTA1505也分别下跌0.86%、

0.56%、0.21%。

另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 若从去

年12月初开始计算，截至目前，申银万国

化工指数涨幅超过3%，其中赤天化股价

已翻一倍，道氏技术涨逾78%，中纺投资

涨逾60%， 浙江龙盛涨逾55%， 禾欣股

份、索芙特、时代新材、青岛碱业等涨幅

皆超过40%。

反观文华化工板块， 相应区间累计

跌幅接近11%， 其中郑醇指数累计跌幅

高达 21.84% ，PP指数累计跌幅超过

16%，PTA指数累计跌幅接近14%，塑料

指数、PVC指数和沪胶指数也分别累计

下跌8.82%、5.44%和3.23%。

“申银万国化工指数较强， 文华化

工板块较弱，就是股价较强、期价较弱的

实质表现。化工上市公司股价较强，可能

受到相关改革政策等利多因素作用，化

工期价较弱， 是受到该板块供需关系偏

弱的影响所致。 ” 兴证期货高级研究员

施海表示。

南华期货分析师范红霞同时指出，

化工板块股期背离的本质原因是交易标

的不同， 期货盘面反映的是品种的绝对

价格，属于绝对价值，而股票盘面反映的

则是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评估， 属于相对

价值。此外，计价的单位和方式都存在较

大差异。

对于化工品价格萎靡不振的原因，

范红霞认为主要有两点， 一是原油价格

骤跌带来品种成本的坍塌； 二是近年来

板块各品种产能投放力度较大， 需求增

加有限，供需力量对比发生较大改变，平

衡到过剩是未来品种将要经历的路程。

冠通期货研究员陈刚则认为，化工

品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还是原油价格

的暴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基本

由市场决定，而且今年以来化工企业利

润一直存在，在上游成本不断下降的情

况下，石化企业也有下调产品价格的动

力。 化工方面的产能过剩较钢铁、水泥、

建材方面还是比较少的，对价格影响不

是很大。 ”

断言见底尚早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多半认为，当前

影响化工品走势的主要因素还是原油价

格和产能投放。 眼下全球经济前景不容

乐观，美元持续走强，原油供过于求，加

之国内化工实体经济产能过剩， 消费需

求疲软，化工品言底为时尚早。

原油市场中， 因美国原油库存意外

减少，本周三国际油价止跌收涨，纽约原

油期价上涨1.5%至48.65美元，布伦特原

油期价上涨0.1%至51.15美元。 不过分析

人士指出， 这并不意味着油价会出现持

续的反弹。

化工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倒有些

好消息。 据悉，2014年，石化行业部分过剩

产品产能快速增长的势头基本得到遏制，

如尿素行业退出落后产能500万吨， 烧碱

产能退出33万吨，聚氯乙烯产能退出21万

吨，电石行业淘汰落后产能192万吨。

尽管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还十

分艰巨，但有券商预判，2015年化工行业

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因

化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为去产

能提供了条件。分析人士预计，2015年化

工行业的基本面有望好转， 盈利指标有

望改善， 未来行业的整体估值水平有可

能出现回升。

至于需求方面，陈刚指出，我国经济

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这必

定会对需求有一定影响， 但由于化工品

基本用于民生消费、农用棚膜等，有一定

的刚性支撑，所以需求虽然会有所减少，

但不会影响太多。

短期来看，分析人士多半认为，目前

化工品价格见底还言之过早。“上游原油

价格还在下跌过程中， 而且马上由于春

节等原因进入淡季，市场交投会转淡，所

以化工品仍有下跌空间， 预期在第二季

度在原油价格止跌维稳， 市场由淡转旺

的迹象出现之后， 或许能形成底部支

撑。 ”陈刚表示，目前原油价格跌到40美

元/桶的概率大大增加，从原油价格出发

进行成本核算， 以LLDPE为例， 预期

LLDPE的价格要到7000-7500元/吨方

能止跌维稳。

资金紧张 消费疲软

铜价反弹难持续

□华联期货 孙晓琴

在美元大幅飙涨、中欧经济数据不

景气拖累下， 国内外铜价于元旦节后

大幅走低。 近期虽然小幅反弹，但中欧

经济疲软，美国稳步复苏，美元指数上

涨趋势未变；临近春节，资金紧张需求

疲软，加之

2015

年铜市延续供需宽松格

局，市场对后市预期不乐观，铜价重心

或将进一步下移。

首先，中欧经济运行疲软，通缩风险

加剧。 中国方面，

2014

年

12

月汇丰中国

PMI

终值降至

49.6

，为

7

个月来首次跌破

荣枯线；

12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1

指数

为

50.1

， 创

18

个月低点；

11

月中国

CPI

同

比增长

1.4%

， 创

2009

年

11

月以来最低，

较预期及

10

月数据低

0.2

个百分点；

11

月

中国

PPI

下降

2.7%

，连续

33

个月下滑，较

预期高

0.3

个百分点。 多项数据显示，后

期中国经济仍存下行压力。

CPI

及

PPI

的

持续下滑也预示着当前中国通缩风险

加剧，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很

大，但预计对铜价提振有限，短期反弹

不改原有的空头趋势。 欧洲方面，

2014

年

12

月欧元区

PMI

指数较

11

月略有回

升，但龙头德国制造业

PMI

跌破荣枯线，

加之对希腊政局不稳担忧，欧元区内忧

外困加剧。 中欧经济弱势运行，压制对

铜的需求。

其次，美国经济良好运行，美元上涨

格局未变。当前美国处于经济稳步增长，

通胀下行的阶段。 日前美国商务部公布

数据显示， 美国三季度

GDP

终值由此前

的

3.9%

大幅上调至

5%

，这一数字创下自

2003

年三季度以来的最快单季经济增速

水平。 就业方面，美国失业率持续下滑，

连续两个月居于

5.8%

的低位；

11

月美国

非农就业人数为

32.1

万， 远超

23

万的预

期。数据良好，提振美元指数迅速突破

90

大关，上涨趋势保持完好。上年末美联储

宣布退出

QE

， 本年度又即将迎来加息，

在中欧等国疲软运行背景下， 美国一家

独大无疑会吸引资金流入美国股市、债

市等，进而带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美元

稳步上涨，压制铜价。

第三，需求日趋清淡，铜价难有亮眼

表现。富宝资讯数据显示，

2014

年

12

月电

线电缆、 铜棒铜丝生产企业开工率环比

均下降。 后续预计需求难以好转。 一方

面， 各铜材企业的经济压力面有增无减

并逐渐在大面积的扩散， 整个市场显现

消极，企业多积极出库套现回笼资金，冬

储备库意愿几乎为零。 作为终端企业的

电线电缆行业来说也不例外， 开工率预

计将出现惯性下降的尴尬局面； 另一方

面，

2014

年

12

月下旬烟台鹏晖暂停生产，

可能更进一步促使银行收紧针对铜行业

的贷款，多数企业难以摆脱融资难局面。

库存方面，

LME

及上期所铜库存延续攀

升。 截至

1

月

5

日，

LME

铜库存为

17.7

万

吨，较

11

月末增加

1.27

万吨，较

8

月低点

14.14

万吨增长

25.18%

；上期所铜库存为

3.06

万吨，较

11

月末增加

9780

吨。 库存持

续回升， 使得国内现货由升水转为稳定

的贴水，现货支撑作用减弱。 另外，据国

际铜业研究小组预计显示，

2015

年铜市

将出现约

39

万吨的结余， 供需延续过剩

将使得市场对于后期铜市预期悲观，预

计铜价重心将进一步下移。

油脂板块且涨且珍惜

□本报记者 王朱莹

1月8日， 期货市场各品种

表现分化，菜油、豆油、棕榈油

等油脂品 种 分 别 以 1.26% 、

0.63%和0.6%的涨幅位居期货

品种涨幅榜前茅。 成交量上，三

个品种均有一定增仓。 其中菜

油放量明显，单日增仓1.54万手

至14.15万手。 展望后市， 分析

人士认为，在国际原油大跌、全

球油脂油料供应过剩以及国内

油脂库存高企而需求不济等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 国内油脂板

块走势或偏弱运行。

“在CBOT豆油市场上行

提振、 马来西亚棕榈油大幅反

弹以及小包装备货需求增加等

因素的作用下， 国内油脂板块

呈现跟涨局面。 此外，美豆出口

需求强劲以及南美大豆生长季

节性的天气炒作在一定程度上

亦支撑着包括豆油在内的油脂

产品价格。” 徽商期货分析师伍

正兴指出。

现货方面，据银河期货分析

师周玲玲介绍，多地豆油、棕榈

油和菜油报价上调20-50元 /

吨。截至昨日我国港口大豆库存

略下滑至498万吨，豆油商业库

存下滑至107万吨；棕油港口库

存升至71万吨， 低于去年同期

的101万吨，棕油消费淡季预计

库存将继续增加。

伍正兴表示， 油脂自身供

应过剩状态长期存在，油厂库

存充裕，且需求不济，油脂反

弹持续性恐欠佳。 当前，豆油

库存为107万吨左右， 棕榈油

港口库存总量为63万吨左右，

菜油则国家储备充足，一旦实

施抛储，对本已弱势的油脂市

场无疑是“雪上加霜” 。 与此

同时， 油脂下游消费增长总体

表现稳定，且茶籽油、葵花籽油

以及花生油等小品种油部分替

代三大油脂消费。 在供应不减

而需求不济的大格局下， 国内

油脂库存压力将继续放大，从

而抑制其行情企稳向好。此外，

随着进口大豆的集中到港，原

料供应充足， 大多油厂开机率

维持在较高水平， 这使得油脂

去库存进程显得更加缓慢。 但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马来西亚

棕榈油减产对国内油脂板块亦

有一定的提振作用。

下周一美国农业部将公布

月度供需报告，机构预测或将

小幅下调美豆2014/2015年度

期末库存，但南美大豆的丰产

预期预计不变；近期南美大豆

产区降水不均，部分地区雨水

匮乏， 但天气预报显示1月中

旬天气或改善，后期继续关注

南美产区天气变化。 马棕油方

面，马来西亚棕榈油局将于下

周一公布12月产量及库存报

告，市场预计马棕油12月库存

或下滑至200万吨， 低于上月

的228万吨。

操作上，周玲玲建议，马来

西亚的洪灾对油脂起到了一定

的支撑作用，但原油屡创新低限

制了油脂反弹，且马币不断走软

打压了国内棕油价格，买棕油抛

豆油套利择机平仓，油脂震荡思

路对待。

沪钢维持震荡思路

□华泰长城期货 隆青青

当前淡季需求仍然是钢铁行业供需

层面的主要矛盾， 在贸易商不愿意冬储，

多地建筑工地采购锐减，出口退税取消又

冲击短期钢厂出口，钢铁行业整体下游需

求乏善可乘。 且钢厂仍有炼钢利润，导致

粗钢产量居高不下，供过于求的矛盾在春

节前进一步恶化。

钢铁行业PMI持续位于荣枯线下，钢

厂生产居高不下。 中钢协数据显示，2014

年12月我国钢铁行业PMI报44.1，环比小

幅增加0.8， 连续8个月位于荣枯线的下

方。虽然2014年二季度以来钢铁行业的整

体盈利程度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改善主要

是由于成本塌陷所带来的，实际上钢厂的

销售相对持续低迷， 库存也位于历史高

位。然而，钢厂炼钢利润持续存在下，钢厂

开工率位于高位，2014年12月底，唐山和

全国高炉开工率报于93%和91%，均为年

内最高开工率。

贸易商难冬储，终端工地采购几乎停

滞。 11月以来，北材南下逐步拉低了华东

和华南的现货价格。 在资金紧张以及对

春节后钢价悲观的预期下， 多地贸易商

几乎没有冬储。截至2015年1月2日，钢材

社会总库存连续两周上升， 小幅反弹至

1015.02万吨， 较2014年同期减少超过

26%。 联系到11月以来多地钢材现货价

格持续回落，钢材出货日益低迷，我们认

为钢材社会库存连续两周小幅攀升并不

是钢贸商主动囤货的结果， 而是建筑工

地终端采购几乎停滞的结果。 淡季需求

得到印证。

出口退税取消短期冲击钢材出口。

2014年12月31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下发通知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证实

取消含硼钢出口退税。 截至1-11月，我国

含硼钢材出口占全国钢材出口的30%，同

期含硼钢材出口增速高达60%，远高于其

他钢材40%的出口增速，有效拉动了2014

年我国钢材出口，钢材出口占国内粗钢产

量比例由5%调增到10%。 取消含硼钢材

出口退税短期冲击了出口市场，根据相关

行业网站的调研统计，1月样本钢厂出口

订单数据较12月环比下降10%，为现在淡

季的消费需求雪上加霜。

钢厂生产位于高位，消费又面临淡季

需求，钢铁行业供过于求的矛盾在春节前

日益激化。 然而由于黑色行业期货已经经

历了一年的下跌后，各个品种均位于历史

低点。 矿石方面由于内盘对外盘的贴水，

以及短期矿石供应增加告一段落，国内矿

石供需呈现紧平衡，因此春节前矿价下跌

的空间相对有限， 钢价面临一定成本支

撑。 此情形下，投机资金继续追空的意愿

也偏弱。

综合考虑供需、 成本以及资金因素，

笔者认为春节前沪钢将维持持续的底部

区间震荡，如果考虑到市场对节后基建投

资的相对乐观， 震荡区间或有小幅抬升。

操作方面，建议投资者维持底部区间震荡

的操作思路， 逢反弹衰竭时抛空为佳；择

机可以介入买铁矿抛螺纹的套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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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55 1028.45 1020.87 1026.55 4.32 1025.83

易盛农基指数

1104.12 1108.25 1103.55 1106.32 2.78 1107.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