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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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9 66.71 1.48 2.22

农产品期货指数

862.13 861.63 864.84 860.11 860.95 0.68 0.08

油脂指数

539.16 540.77 541.59 537.41 538.67 2.10 0.39

粮食指数

1366.50 1362.74 1374.10 1361.50 1363.80 -1.05 -0.08

软商品指数

803.69 802.44 805.99 801.40 802.96 -0.53 -0.07

工业品期货指数

711.02 709.70 713.91 708.16 712.38 -2.68 -0.38

能化指数

635.28 638.04 641.70 633.89 635.36 2.68 0.42

钢铁指数

503.58 500.77 503.96 500.27 503.46 -2.69 -0.54

建材指数

593.13 592.92 594.44 591.69 593.29 -0.3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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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19 1057.54 1052.73 1054.13 1.50 1055.42

易盛农基指数

1148.78 1150.93 1146.34 1147.52 1.52 11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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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利空或消化 黄金有望触底回升

□本报记者 叶斯琦

美元指数的剽悍涨势几乎无坚不

摧，黄金多头的信心也不例外。 当前贵金

属市场普遍聚焦于美联储加息时间，出

于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恐惧， 对冲基金

已表现出减持黄金多头头寸的态势。 不

过，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分析人

士普遍认为， 虽然美联储加息将使金价

承压， 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利空已有

一定消化，中期来看，黄金料处于区间震

荡， 甚至可能在美联储加息之后走出一

波反弹态势。

黄金净多头寸大减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于3月13日公布的周度报告显示， 截至3

月10日当周， 对冲基金和基金经理减持

COMEX黄金、 白银期货及期权净多头

头寸。 其中，COMEX黄金投机净多头头

寸减少23041手，至64925手。 此外，上周

黄金ETF产品的流出也达到了18.9吨，创

去年11月来最大周度流出。

“作为贵金属市场最敏感的神经中

枢，COMEX黄金期货期权净多头的持

续锐减， 直观阐述了当前市场浓厚的看

空氛围。 ” 世元金行研究员岳凤斌指出，

市场之所以坚定看空， 一方面是伴随着

原油价格的不断创新低， 市场对于大宗

商品会拖累国际金价存有一定预期；另

一方面，从投资回报率上看，金价若下破

2014年低点， 后市可能会有更高的空头

回报，于是多头择机撤退。

富宝资讯贵金属分析师王结蕾也

指出， 机构投资者减持黄金多头头寸，

对期货市场带来较强卖压，这无疑利空

黄金价格。

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纽约金

指在最近六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0.65%，

至1156.7美元/盎司的加权均价，虽较之前

有所企稳，但仍未扭转下行的趋势。

美联储加息非“致命一击”

展望黄金后市， 市场普遍聚焦于美联

储加息日期。据悉，美联储官员近期将讨论

美国经济是否已经足够好， 美联储是否在

声明中移除“耐心”加息一词。近期公布的

劳工市场数据向好， 使得美联储升息概率

增加，这打压了黄金这一避险资产的价格。

“目前市场上唯一关注的就是美联

储耐心是否不再，并已经准备好加息，若

果真如此，黄金将应声下跌。 如果经济持

续改善，这对于黄金来说是个负面消息，

因其肯定会推动美元走升。 ” 新泽西州

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市场策略师

Quincy� Krosby说。

不过，多位分析人士表示，即便美联

储加息预期升温， 对金价的影响也不足

以称之为“致命一击” 。

光大期货黄金分析师孙永刚分析，当

前美元对于黄金的压制其实是越来越不明

显，而且美联储期望的基准利率并不高，不

会超过2%，这从历史上来看也是非常低的

水平， 因此市场很可能在美联储议息之后

黄金再次出现一波反弹， 目前的黄金其实

就是一个大幅区间震荡的格局。

江苏大圆银泰商品合约交易市场总

裁袁顾明认为，美元加息预期事实上只是

影响贵金属走势的一个原因，其他的影响

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金融危机、世界经济

走势、本地利率、石油价格等等。拿石油来

说，金银本身是通胀之下的保值品，而石

油价格上涨意味着通胀会随之而来，金价

也会随之上涨。

袁顾明提醒消费者说，目前外界经济

形势比较波动，未来金银等贵金属走势也

将进入持续的震荡期。目前与黄金荣辱与

共的白银已经出现比黄金更具投资价值

的机会，可以长线买入。 白银价格已经比

较低，确实是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袁顾明格外强调风险意识， 他认为

很多人在踏进贵金属投资理财的门槛

时， 并没有很好地了解贵金属投资的风

险，只是感觉到有人赚到钱，自己也进来

博博运气，他表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进行投资理财前一定要认真地了解

相关知识， 尤其是可以通过模拟盘进行

熟悉和练习，在没有充分了解风险之前，

不应该马上进行贵金属投资。 ”他说。

内外价差存在 进口纱将继续大量涌入

□银河期货纺织事业部 纪红

1月底， 银河期货纺织事业部前往浙

江、江苏和山东三省对棉纱、布料和成衣

生产商、制造商以及产业投资公司进行调

研，结果显示，通过配额限制棉花进口，但

棉纱没有配额管制， 只要内外价差不收

窄，棉纱仍会大量进口。

在棉纱价格中， 棉花占其成本6成左

右，而在布料生产中，纱又在布成本中占5

成左右。 但棉纱没有权威定价机构，布厂

在采购棉纱时，主要参考棉花价格，因此，

棉纱期货推出后，将成为布厂采购的重要

参考指标。 此外，棉纱虽为工业品，但相比

螺纹钢、PTA等品种， 其标准化程度并不

高，反而规格繁多、质量差异大；企业均反

映， 由于配棉不同、 工艺不同， 同样是

C32S棉纱， 现货市场上质量好的和差的

价差可达3000元/吨。国产纱优势在50s以

上，特别是大型纺企以高支纱为主，生产

低支纱较少，代表我国纺织从低端向高端

转移的趋势。 因此，C32S做标的物期货将

是进口纱定价。

进口棉纱大幅增加

2012年开始进口棉纱大量涌入国内，

连续创出新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2011年

9月启动了持续三年的无限量收储， 由于

国家在高价大量收储国产棉，导致内外棉

价差持续扩大。 收储期间，1%关税下内外

棉价差一度达到6000元/吨以上， 而滑准

税下内外棉价差也达到5000元/吨以上。

企业普遍反映，进口纱存在质量不稳

定和供货不稳定的情况。 在进口棉纱时，

有时抽样情况较好，但最终整批纱质量较

差；还有企业反映，采购时卖方表示可漂

白，但使用后发现有三丝。 在索赔方面，企

业表示，由于不是长期合作，追责较为麻

烦，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也有大型面料企

业称，由于企业规模大，用纱量大，使用进

口纱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国外纱厂一般会

派专人来解决，一般都顺利解决。 在采购

进口纱时， 建议去国外纱厂实地考察，或

选择国内大型有信誉的贸易商进行交易。

整体看，生产高端产品的大型企业采购进

口纱较少。

相比较而言，目前国产纱的优势是供

货、质量稳定，企业注重信誉，售后服务有

一定保障，此外，产业链完整也是优势之

一。 如果后期国内棉价进一步下跌，内外

棉价差收窄，那么国产纱优势会凸显。

对进口纱交割， 企业态度不太相同，

有企业认为进口纱交割会冲击国产纱；但

也有企业认为，国内企业已经逐渐把低支

纱市场让给国外， 据统计受进口纱冲击，

目前国内C32s纱产量仅占总产的25%左

右。因此，进口纱参与交割，能吸引国际投

资者，具有国际意义，如果不让进口纱参

与交割，不能反映真实市场情况。

纺织产业亟待优质原料

从调研情况看，低端棉纱面临海外竞

争，价格压得较低，以走量为主。生产高支

纱企业生存情况相对良好。山东某大型纺

企是纱线、高档面料生产商和顶级品牌衬

衫制造商，目前纱锭数78万锭，全是环锭

纺和紧密纺。 该厂纱线不对外销售，自用

为主。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衬衣订

单情况非常好，全体员工忙于生产。

不过也有企业反映，2014年旺季不

旺， 打破了以往纺织品销售的季节性规

律。出口接单也情况较2013年有了大幅下

滑，订单以短单、散单为主，利润也较低。

一是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不好， 需求较差，

下游品牌商不拿货；二是原料价格一路下

跌，多数企业亏损，产业链条上每个环节

都在压缩库存，把时间周期压到最短。 目

前各环节上，纱、布库存积压最大，2015年

形势暂时还看不到好转迹象。企业普遍资

金也较紧张，交易要付定金，带款提货；棉

纱更是要求100%现款，不接受承兑。

此外，调研中了解到，如果做包漂白

纱，只能使用美棉或澳棉，包括新疆棉在

内的国产棉普遍无法做到。这也是收储三

年导致的棉花产业问题暴露。 受收储支

撑，近几年我国棉农倾向于种植高单产棉

花，产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下降；从加工环

节看，收储时期接货方是国家，加工厂不

重视工艺，质量隐患不明晰。 随着收储退

出，国产棉质量问题暴露，这需要我国从

农民、 加工和贸易各个环节进行调整，提

升竞争力，为纺织产业提供优质原料。

消费回归 金属或逐步企稳

□广发期货 刘碧沅

近期金属市场呈现弱势震荡， 且品

种强弱分化， 基本面和走势出现一定背

离。 被市场普遍看好的锌年后呈现接力

下跌，表现最弱。 受制于大库存、大产能

的电解铝表现为抵抗性下跌， 这主要是

成本的刚性所支撑。 矿供应过剩达成共

识的铜反倒成为有色金属中表现最好

的品种，先冲高后小幅回落，整体在区

间震荡， 目前价格回归至年前的价格。

显然，近期市场表现与基本面以及形成

的市场预期相悖。 我们认为后市随着供

应消费逐步回归正常，金属的强弱将会

回归基本面属性， 锌依然有望成为今年

的有色明星。

近期金属整体弱势和宏观面息息相

关。 美元指数突破100点，且随着美联储

加息步伐的临近， 其有望继续保持强

势，从其会议记录的用词看，美联储加

息时点或在今年6月份， 也就是美元指

数还有几个月的强势时间，这对金属的

压力将持续，或许也决定了近期的金属

市场即使是受益于基本面的好转，但这

个利多因素依然会被美元指数的上行

压力所削弱。

相对欧美市场， 来自中国市场的可

能更多的是利多影响。 国内市场频频降

息降准，资金面也有望继续保持宽松，且

国内通胀水平较低， 这也给未来政策预

留了空间。 1、2月数据使得市场预期中

国通缩压力将迫使央行采取行动。 虽然

从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放缓至7%看，或

许国内不会全面放开流动性， 但是配合

改革的需要，局部刺激的概率不小。而且

国家对环保的压力会逐步加大， 对金属

价格来说， 也会是利多影响。 因此整体

看，在6月份之前，金属要大幅飙涨的概

率不大，不过也会受益于国内市场，下跌

空间将受到抑制。

基本面看， 金属的弱势确实有理有

据。基本从1月份开始，很多下游企业

便开始进入了逐步停工状态，根据往

年的经验，这种现象一般会持续到元

宵节以后。根据抽样调研数据看，1月

份的压铸合金工厂开工率从去年12

月份的近50%下跌至35%，2月份因

是春节月份，且有70%的厂家表示停

产休假，开工率或更差，3月份则反弹

的概率很大。镀锌厂开工率则从去年

12月的68%下降至1月的55%，且2月

份停产面积扩大。 这些都说明锌下游的

消费确实不好。 而现货市场的供应充裕，

近期进口亏损大幅缩窄， 有些进口货源

入市对市场也有所冲击。 从现在的时点

看，下游的消费将会逐步回归正常。 这也

是我们鉴定金属可能近期会逐步止跌企

稳的原因之一。

PTA基本面维持疲弱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周二，PTA期货经过此前

的连续下挫后迎来小幅反弹。主

力1505合约以4612元/吨的价

格开盘， 最高达4692元/吨，收

于4674元/吨，较前一交易日收

盘价上涨1.13%。 持仓量方面，

近几日下降趋势并不明显，仍然

高达110万手之多。

经过近两周以来的连续下

跌，PTA期货价格再次回到历史

低点附近，市场也再次走到分歧

的焦点处。 新湖期货认为，目前

做空PTA的主要逻辑有四点：基

差过大，天量仓单驱动1505回归

现货价格；社会库存刷新历史新

高， 供需过剩格局4月份之前难

以改变； 近期PX及PTA新增产

能投放，加剧供给压力；再次集

中检修联盟难以建立，现金流最

大亏损将超越2014年。

成本方面， 短期内PX虽有

检修支撑预期，但原油的再度下

挫则给PX价格带来很大的压

力。 而且，中金石化160万吨PX

装置近期投产，同时前期检修装

置陆续重启，检修造成的实际供

应减少相对有限。

供给端，部分企业出现因亏

损停车34万吨装置， 部分企业

PTA装置计划将大举降负，不

过近期重启的装置将抵消此次

减产带来供给量的减少。相关机

构预计， 目前，PTA日均过剩

0.67万吨，3月底PTA库存将累

积至240万吨历史新高，4-6月

份库存仍将持续累积。

需求端， 聚酯负荷年后逐渐

恢复， 织造环节开工快速走高，涤

丝产销近期有所改善，新一轮集中

补库月底左右来临。不过新湖期货

认为， 目前聚酯各品种现金流不

佳，加之节后偏高库存，抄底心态

不足，后期聚酯补库形式随买随用

为主，对PTA提振作用有限。

卓创资讯PTA分析师高帅

表示，PTA现货供给仍维持充裕，

加之下游聚酯产销平淡， 开工率

上升缓慢，PTA现货需求有限，维

持量多压价格局。“因此在原油

逐日下跌影响下，PTA上下游整

体偏弱，PTA空头因素集聚，短期

内PTA价格难言乐观。 ”

PVC实施交割注册品牌制度

将进一步增强PVC价格代表性

□本报记者 王超

3月17日,大商所发布通知，

对聚氯乙烯（以下简称PVC）品

种实施交割注册品牌制度，并修

改、制定了相关业务规则及配套

管理办法。 同时公布了首批注册

品牌和免检品牌。 此举将使期市

更贴近PVC现货贸易习惯，进一

步增强期货价格代表性，促进品

种活跃及市场功能发挥。

据通知，大商所此次修改了

《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细则》、

《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1号、

黄大豆2号、玉米、线型低密度

聚乙烯、聚氯乙烯、纤维板、聚丙

烯标准仓单管理办法》 等相关

规则。 并根据业务规则，制定了

《大连商品交易所聚氯乙烯交

割注册品牌管理办法》。相关制

度将自V1604合约起施行。

据修改后的相关规则 ，

PVC交割品应当是在交易所注

册的生产厂家生产的交割注册

品牌的商品，满足交易所规定条

件的交割注册品牌可以申请免

检注册品牌。 其中，注册品牌货

物仍需通过检验后注册仓单；免

检品牌货物入库时货主能提供

生产厂家出具的产品质量证明

原件及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材料

后可免于质检。 为维护市场秩

序，规则还就入库免检商品增设

了争议检验程序、细化了出库货

物争议解决相关制度安排等。

据悉，此次共有湖北宜化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宜化牌

聚氯乙烯等11家品牌成为注册

品牌，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的英力特牌聚氯乙烯等1

家品牌成为免检品牌。今后交易

所将根据市场发展状况适时调

整注册品牌和免检品牌。

据了解，2009年PVC合约

上市交易， 当时鉴于品种特性、

现货市场发展状况等，PVC期

货实行了推荐品牌制度，凡符合

交割质量标准的货物均可交割。

该交割制度保障了PVC可供交

割量充足及实物交割顺畅进行。

但近年来，一方面，PVC现货产

能严重过剩，行业面临加速整合

的局面。 另一方面，PVC现货贸

易品牌特性日益凸显，下游消费

厂商在实际经营中多购入能保

证其连续供应、产品质量稳定的

市场主流品牌产品，以减少配方

调整次数、降低成本，这一特点

使现货市场PVC主流、 非主流

品牌之间存在着较大价差，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PVC期货价格的

行业代表性。 在这一情况下，有

必要通过引入交割注册品牌制

度来反映PVC现货贸易品牌特

性，同时随着企业对期货市场认

知水平持续提升，实行品牌交割

制度也具备了相应条件。

大商所工业品部负责人表

示， 交割注册品牌制度核心在于

其“准入”性质，即设置了PVC交

割品的准入门槛， 通过制度设计

来保证选取的准入品牌是现货市

场认可的主流品牌、 能保证买方

企业的连续生产供应， 进而使期

价重具行业代表性。同时，在制度

设计上将准入资格与免检资格进

行分离， 即在成为交割注册品牌

的基础上， 部分符合条件的品牌

才可以申请成为免检交割品牌，

非免检交割品牌的产品仍需进行

质量检验， 这样既可确保品牌甄

别风险可控， 免检品牌也能简化

仓单注册手续，降低交割成本。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PVC

交割注册品牌制度实施后利于

吸引市场认可度高的产品进入

期市交割环节，降低下游买方对

于交割品牌的不确定性的担心，

并进一步降低交割成本，吸引生

产主流品牌的卖方厂商参与期

货市场管理经营风险，从而促进

PVC期现价格的良性互动、增

强期货价格代表性， 有效提升

PVC期货市场功能发挥水平。

新华社图片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3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

基金主代码

4600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田汉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本昌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田汉卿

任职日期

2015

年

3

月

18

日

证券从业年限

12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2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在美国巴克莱全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BGI

）

担任投资经理

，

2012

年

8

月加入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2013

年

8

月起任华泰

柏瑞量化指数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

2013

年

10

月

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

2014

年

12

月起任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0172

华泰柏瑞量化指数增强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

年

8

月

2

日

-

000877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4

年

12

月

17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 在中 国证券 业协会 注

册

/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

案。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5

—

026

债券代码：

112219

债券简称：

14

渝发债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12月18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4-061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渝开发，证券代码：

000514）自2014年12月18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停牌后，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

于2014年12月25日和2015年1月5日、1月10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公告》（2014-06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5-001）和《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5-002）。 2015年1月1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

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2015-003），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19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 持续停牌期间，公司于2015年1月24日、1月31日、2015年2月7日、2015年2月14

日、2015年2月28日、2015年3月7日和2015年3月14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进展公告》（2015-00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5-005）、《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5-007）、《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5-008）、《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5-010）、《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2015-012）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5-025）。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正在进行最后确

定和材料报送。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2015年3月18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因本次重组事项不

涉及公司债还本付息，故本公司“14渝发债”（代码：112219）不停牌。

本公司将于 2015�年 3�月 25�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