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普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价值型策略为投资导向， 分散化

投资为基础， 构建以价值投资和程序化交易相结合的混合型投资策

略。公司将以不同风险控制系统为核心，建立缜密严谨的投资框架来

降低组合投资风险，平滑资金曲线。

普行资产在海通期货长期业绩鉴证平台的实盘账户 “昆仑

_

郑

州”以其出色的绩效在

MOM

战队组位列

2014

年度六强，展示账户资

金规模

600

万元，

2014

年累计收益率为

27.5%

，绩效曲线稳步攀升，最

大回撤率仅

-1%

，惊艳众人。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公司总体运营资金收

益达

60%

，最大回撤率

-2.3%

，这样的成绩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实现了

公司年初的目标，同时，按照公司规划，

2015

年管理资金规模将达到

新的量级，预期年收益率达到

50%

以上。 (海通期货 肖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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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1 67.85 0.46 0.68

农产品期货指数

857.07 867.02 868.29 856.39 858.70 8.31 0.97

油脂指数

539.72 546.69 547.65 538.61 542.37 4.32 0.80

粮食指数

1358.86 1372.12 1377.08 1357.29 1358.15 13.97 1.03

软商品指数

790.44 801.28 802.74 789.92 792.21 9.07 1.14

工业品期货指数

707.67 722.37 722.71 707.48 704.69 17.69 2.51

能化指数

636.42 652.72 654.71 636.22 634.94 17.77 2.80

钢铁指数

490.18 496.38 497.59 488.10 490.09 6.29 1.28

建材指数

593.95 604.33 604.52 592.07 593.45 10.87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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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回落 商品迎小阳春

□本报记者 王超

受益于美元回落提振， 昨日国内商

品期货市场大面积飘红， 紧随原油步伐

的化工品尤为抢眼， 大连塑料期货多个

合约涨停。 与美元相关性更强的有色金

属强势飙升。

在上周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上，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剔

除了耐心的措辞， 美联储主席耶伦再度

显现出鸽派风采，加息预期被大大缓解，

大多数华尔街顶级投行纷纷预期美联储

至少要到9月才会开始升息。 受此影响，

美元指数上周下跌约2%，为自2011年10

月以来最大单周百分比跌幅。 美元兑欧

元也同步创出三年来最大单周跌幅。

大宗商品迎来艳阳天

“周四凌晨的外汇市场可谓让人

‘惊悚’ 。 美联储鸽派声明过后，美元创

出六年最大跌幅， 好似从天堂坠入凡

尘。 ” 有市场人士描述。

而美元的高位坠落直接撬动熊市中

的大宗商品迎来久违的反弹。 国内商品

市场上，昨日多数品种上扬，铜博士开启

飙升模式，沪铜早盘跳空高开，日内强势

突破44000元大关， 最高上探近两个半

月高点44050元， 最终于43690元收盘，

涨幅达3.7%。 沪锌也在多头猛攻下大幅

攀升，1505合约夜盘强势上攻，脱离此前

逾半个月震荡区间，一度逼近16000元大

关。业内人士分析，除却美元回落的因素

之外，中国库存两个月来首度下降，暗示

在农历新年假期后，需求在逐步回升。同

时， 中国进一步放宽政策的传闻亦为基

本金属期价提供支撑。

化工品全线飘红。 大连塑料期货

1509合约开盘直线上冲， 午后封涨停板

9285元， 距3月初创下的年内高点9300

元仅咫尺之遥，日增仓2.7万余手，成交量

大增23.7万手。 沪胶强势上扬，1509合约

冲破万三大关， 上探半个月高点13080

元，收涨3.67%。 PP最高上探四个月高点

8708元，涨幅近3%。业内人士支持，美元

走软刺激油价及大宗商品全线回暖。 与

此同时， 上海橡胶库存下滑带动沪胶走

升， 而石化厂家挺价政策亦为塑料走势

提供支撑。

期市资金流向方面， 据文华财经统

计，有色板块霸气十足，以2.6亿元资金流

入量， 连续第二日录得板块资金流入榜

首；饲料板块紧随其后，累计流入资金2.5

亿元。 单个品种来看， 沪铜最受资金追

捧，累计流入资金3.3亿元；铁矿石资金流

入2亿元，位居次位。

国际市场上，因美元走软提振，上周

五大宗商品普遍上扬， 并使得美国原油

期货五周来首周收涨， 最终纽约商业交

易所（NYMEX）4月原油期货合约收高

1.76美元，或4%，报每桶45.72美元，录得

2月12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洲际交易所

（ICE）5月布兰特原油期货合约收升

0.89美元，或1.6%，报每桶55.32美元。

与宏观经济和美元汇率联系密切的

伦铜涨势也非常显著。 上周五伦敦金属

交易所（LME）三个月期铜跳升至逾两

个月高位，最终收高3.3%，报每吨6045

美元，升穿6000美元关键档位，并在盘中

触及6082.50美元的九周高点。

美元牛市可持续多久？

美元强势之时， 称之为“万能的美

元”似乎也不为过。现在美联储一步步走

向加息，而大宗商品市场面临的问题是：

美元牛市能否一直持续？

据华尔街见闻介绍，货币政策分化是

驱动美元走强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市场

还在争论美联储何时开始加息，但其已逐

渐接受今年加息、 且此后利率将缓慢提

高的观点。 因此，不少业内人士的观点认

为， 政策分化带来的利好已经被市场消

化了。 当然，美元仍有可能迎来“最后的

疯狂”———这也是所有资产都有可能遭

遇的最后疯狂———即，最后的怀疑论者们

终于抛弃了疑虑， 转而加入美元盛宴，而

这也意味着盛宴的告终。

来自汇丰银行的Bloom和Mayer指

出，美元涨势若要持续下去，将需要一些

“超强效” 催化剂，例如：日本当局失控

了，导致日元疯狂贬值；欧元区解体；新

兴市场出现货币危机等———但这一切都

不大可能在基准情境下发生……

这两位市场人士认为，美元很有可能

迎来最后的上涨，但美元牛市正在完结。

对于当下价格已近腰斩的商品价

格，考虑到当前背景下，美国经济一枝独

秀，欧洲日本表现弱势，新兴市场处于高

风险状态，均不利于大宗商品的需求，其

价格所受到的需求低迷与美元走强的双

重短期均难有转机， 大宗商品这一波反

弹空间不可寄望太多。然而，如果美元牛

市逐步完结，对大宗商品市场而言，真正

的春天真的要来了。

黄金中长期偏空趋势难改

□国金汇银研发部 李庆学

上周美联储利率决议及耶伦讲话引

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其内容被市场解

读为偏鸽派言论， 黄金受益大涨收三连

阳，一改往日阴霾气氛。 然而，凶猛的涨

势背后，更多的是黄金多头反扑，中长期

偏空的趋势或难以改变。

首先， 从本次利率决议措辞变化来

看，“耐心”一词的删除，意味着美联储摒

弃了此前维持低利率的承诺， 这给其政

策行动带来更大的灵活性。 耶伦同时强

调， 对前瞻指引的措辞修改不应该被解

读为 “暗示已经决定了首次加息的时

机”。这大大降低了

6

月加息的可能性，也

是刺激美元大跌黄金大涨的主要原因。

耶伦表示， 加息时间将依据经济是否达

到美联储的就业和通胀目标来定， 同时

根据一系列广泛的信息来做出评估，包

括劳动力市场、通胀压力、通胀预期，以

及金融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数据等。

就业目标方面， 从劳动力市场的数

据来看，就业市场呈稳步复苏态势，上个

月的强劲非农数据及失业率的持续下滑

无疑说明了这点。本次利率决议，美联储

认为， 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不足的状况在

继续好转，对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乐观，

预计失业率将继续走低， 并将长期失业

率从

12

月的

5.2%

—

5.5%

调降至

5.0%

—

5.2%

。耶伦表示，劳动力市场改善速度也

比她预期的更快。上周数据显示，初请失

业金人数并未受到严寒天气影响， 实际

值较前值仅增加了

1000

人， 依然在

30

万

之下。通胀目标方面，数据显示通胀数据

已经连续

33

个月低于美联储

2%

的目标，

本次利率决议同时下调了通胀预期，预

计

2015

年

PCE

通胀为

0.6%-0.8%

，

2016

年

为

1.7%-1.9%

，

2017

年回升到接近

2%

水

平。美联储指出，希望加息前对通胀回升

到

2%

有合理信心。 耶伦表示，信心的一

方面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持续走强。 年内

加息似乎形成共识。

其次， 随着美联储鹰派人物普罗索

和费舍尔的退休， 鹰鸽两派势力对比发

生变化， 美联储内部观点似乎变得更加

统一。

17

位委员中，有

15

人预计今年会加

息， 但他们大幅下调了利率可能上涨的

幅度，即加息速度，所以后市黄金的下跌

空间和速度将取决于加息速度等因素，

并且在本次

FOMC

会议上， 全部委员均

投赞成票。

最后，从斐波那契回调线分析，从

1

月

22

日的最高点

1307.31

美元

/

盎司一路

下跌至

3

月

17

日的最低点

1142.99

美元

/

盎

司， 黄金多头反扑过程中，

38.2%

的位置

1205.76

美元

/

盎司和

50%

的位置

1225.15

美元

/

盎司将成为反弹的关键位置，尤其

是

50%

的位置，不能突破或者站稳的话，

后市依然偏空。

综上所述， 黄金近期反弹的主要推

动因素为加息时间的推迟，但长期来看，

今年美联储加息将是大概率事件， 目前

市场及各大投行倾向于预期

9

月加息的

概率较大，虽然美联储保留了

6

月加息的

选项。笔者认为，短期因素对黄金推动不

会维持太久，后市警惕空头卷土重来。

基本面制约 锌价回落风险大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昨日， 国内期市有色金属板块发力

上涨， 板块涨幅2.1%， 成分商品涨跌不

一， 其中沪铜以3.63%的涨幅遥遥领先，

沪锌、沪铅涨幅分别为1.18%，1.86%，沪

铝在前高遇阻后回落，微跌0.26%。 分析

人士认为， 近期有色金属面临的宏观及

基本面压力减轻，演绎了此轮上涨行情，

但后市锌价受其自身基本面制约， 上涨

空间或为有限，不排除回落风险。

有色板块压力减轻

“周一有色的上涨，主要受到美联储

表态影响， 市场对美元短期前景不像前

期那样乐观， 有色金属的压力较之前有

所减轻。” 美尔雅期货有色金属研究员王

艳红表示。

王艳红认为，目前基本面来看，有色

金属需求并未达到预期高度， 但市场仍

有期待。 毕竟随着下游开工陆续恢复,天

气转暖后基建投资开工增加等因素引发

的季节性需求复苏， 对金属价格支撑较

大， 且供应端潜在的减少因素也对价格

提供一定支撑。

对于上周以来有色板块的强势反

弹， 国泰君安期货有色金属研究员许勇

其认为，主要有四方面利好因素：一是宏

观方面，美国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疲软，

美联储议息纪要使得市场对年中加息的

预期变弱，美元指数有回调需求；二是国

内决策层近期表态显示， 将会有进一步

的政策来托底经济增长， 市场变得更为

乐观。 三是市场炒作房地产二套政策将

进一步放开； 四是上海期货交易所仓库

的铜库存上周减少2,267吨，两个月来首

降，或预示旺季需求回升。

麦格理分析师曾预计，年初至今，共

有18万吨铜矿损失， 二季度全球铜市将

出现100万吨的供应缺口，对铜价形成一

定支撑。

“中期来看，宏观环境稳定，美元在

100关口遇阻，对金属价格都形成较强的

支撑，主导金属价格的利多因素增加，上

方仍有一定上涨空间。 ”许勇其表示。

锌价上涨时机未熟

相对于铜市的乐观情绪， 富宝资讯

锌分析师刘骞则认为，节后需求缓慢，锌

价上涨行情恐落空。

得益于显性库存下降及国内降准预

期等利好因素刺激， 期现两市锌价暂摆

脱底部， 沪锌期货主力合约再度逼近

16000元/吨关口。

“中线锌价下跌趋势或难改。 ” 刘骞

表示，这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是国内节

后需求恢复缓慢， 市场阶段性供应过剩

明显；二是宏观面负面因素较多。

“虽然近期伦锌库存下降至2010年

以来新低， 但迹象表明或只是库存转

移。 而国内隐形库存节后呈现高速积

累，粗略统计春节前上海、天津、广东地

区锌社会隐性库存分别在13万吨、0.45

万吨及3万吨。 目前三地库存为20.2万

吨、0.5万吨及5.76万吨。 ” 刘骞指出，季

节性因素导致终端开工下滑明显，其中

主要终端产品镀锌、锌合金、氧化锌2月

份锌开工环比下降33%、30.1%、34.5%。

而丰厚加工利润使得国内冶炼厂普遍

维持高产。

富宝资讯统计显示，1-2月份国内主

要冶炼厂开工率分别维持在80%、75%

附近，维持相对高位。 统计局数据显示，

1-2月份我国锌产量为96.7万吨，同比增

加16.81%。

“中国深化结构调整，经济必然遭受

阵痛。 中国经济增速下调，最大金属消费

国不断拖累市场信心。 锌价走强或时机

尚未成熟， 近期锌价仍以技术性反弹对

待。 ”刘骞表示。

供需面好转 菜粕涨势可持续

随着开春后气温快速上升，

水产市场将在二季度初开始全

面投放鱼苗， 菜粕迎来需求旺

季。 伴随水产旺季临近，菜粕沿

海库存逐步下降。 分析人士认

为，随着菜粕期货主力合约基差

（现货-期货）快速上升，仓单

快速注销，买保支撑显现，菜粕

有望延续升势。

需求旺季来临

进口压力减缓

根据往年规律， 水产市场将

在二季度初开始鱼苗的全面投放，

菜粕由此进入需求旺季。随着天气

转暖带动现货市场成交的不断活

跃，两广地区加籽粕的报价稳步攀

升至2380-2430元/吨一线。

“由于下游需求逐渐释放，

沿海菜粕的去库存化节奏得到加

快。 ”长江期货分析师胡辛欣指

出，截至3月19日，沿海地区的菜

粕库存从年初6.3万吨的高位下

降至目前的5.4万吨， 而两广、福

建地区菜粕未执行合同总量保持

在43万吨左右，目前菜粕供需由

宽松逐渐向紧平衡状态过渡。

进口方面， 海关统计显示，

2015年1月，我国进口菜籽338,

220吨，主要进口来源国分别为

加拿大23.14万吨， 澳大利亚

8.43万吨，蒙古1.61万吨，俄罗

斯联邦6404吨。较上月481,782

吨减少143562吨， 较去年同期

584568吨减少246348吨， 预计

2015年一季度菜籽进口量合计

90万吨，较去年同期114.91万吨

减少约24.91万吨。

“由于去年7-10月国内现

货价格急速下挫，进口压榨亏损

严重，今年油厂的对菜籽的进口

热情大幅下降，随后加籽预订量

减少，造成今年一季度国内菜籽

进口量大幅下降。 此外，今年欧

盟菜籽减产明显，且加拿大菜籽

也小幅减产，市场预计总体预估

今年全年进口量在470万吨左

右， 进口压力较去年有所下

降。 ” 胡辛欣说。

国产菜籽方面，减产周期仍

在持续。 据了解，今年农户种植

油菜籽积极性较低，四川、湖北

等产区油菜籽种植面积大幅下

降，2015年国产菜籽产量将继

续下降。 总体来看，预计今年实

际菜籽产量不会超过700万吨，

折合菜粕440万吨左右，进口菜

籽折粕258万吨，需求按五年平

均增速计算达1050万吨， 供需

仍处于偏紧状态。

粕强油弱将持续

随着年后菜油、菜粕价格的

反弹回升，压榨利润在3月初已

经悄然回到零轴一线。根据长江

期货提供的数据，厦门银祥及营

口嘉里都在2015年第十周恢复

开机， 其中营口新增产能2000

吨/天， 沿海主要油厂达到9家。

总体而言，进口压榨利润已实现

扭亏，将刺激后期沿海油厂提高

开机率，菜油供应将逐步增加。

从2015菜油的抛储情况来

看，截至3月18日，湖北临储菜

油投放量增加到1.5万吨。 伴随

着投放量的增加，成交价重心已

经明显下移，成交率也呈现下降

趋势， 成交均价由11日的6215

元/吨下降到18日的6030元 /

吨。 临储菜油抛储7次，总投放

量不到7.8万吨。

“目前已进入油脂消费淡

季，加大菜油抛储量将更不利于

市场价格走稳。菜油供应压力恢

复和国储去库存的缓慢，使得油

粕跷跷板效应仍将存在，油厂挺

粕策略仍将继续。 ” 胡辛欣预

计。（王朱莹）

玉米及淀粉面临价格新变量

近日，玉米及淀粉期货在前

期快节奏拉升后进入高位整理

平台。临储一度改变了玉米市场

原本运行轨迹，但玉米需求不乐

观、进口增加，玉米淀粉开工率

变化等矛盾依然存在，主导玉米

及淀粉市场运行节奏的主要逻

辑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2014年底以来， 玉米价格

经历了一场转折明显的悲喜剧。

方正中期玉米研究员王晓囡表

示，其背后逻辑为东北地区临储

收购快速增加扰乱了市场供应

充裕的预期。

数据显示，2014/2015年度

国内玉米产量2.15亿吨，消费量

2.16亿吨， 期末库存7922万吨，

库存消费比36.68%。

“照此节奏，四月底临储结

束时， 收购总量有望超过去年

（6919万吨）1000万吨。大量优

质粮源进入临储，逐渐改变了原

来市场供需结构和市场参与者

心态。 ”鲁证期货农产品研究员

李振强表示。

“大量玉米流入临储库存，

导致现货市场供应快速减少，市

场情绪逐渐由悲观转向乐观，贸

易商采购较为积极，并且在现货

粮源逐渐见底， 霉变玉米增加，

供应形势忧虑情绪加重的情况

下， 推涨玉米价格强势上行，前

期玉米期货价格已经有所体

现。 ” 王晓囡表示，持续高位整

理后尽管面临技术性调整的需

求，但现货价格走高，基差扩大

限制了玉米期价的回调空间。

在玉米价格上行过程中，玉

米淀粉价格也受成本支撑一路

抬升。 有企业人士表示，目前山

东地区每吨淀粉利润高达300

元左右，东北地区也达到100元

/吨水平，在产能过剩大背景下，

这种盈利水平属于罕见。

就目前而言，王晓囡认为，大

量玉米入库，在新玉米上市前期，

特别是二季度至三季度供应青黄

不接时期，价格走势易涨难跌。不

过， 尽管市场普遍存在浓厚的看

涨情绪， 也需要注意到潜在的风

险。“下游需求方面，目前生猪存

栏持续调弱， 深加工企业开工率

不高，玉米需求相对疲弱；进口方

面，2015年转基因玉米进口限令

放开之后， 玉米进口价格优势明

显的情况下， 后期进口数量或将

有所增加， 而近年来玉米替代品

种高粱等作物进口量放大也将对

玉米需求产生抑制。 ”

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利空因

素在近日玉米期货1509合约中

已经有所体现，导致了玉米期价

下跌，而淀粉价格在产能过剩及

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则积累

了更多回调风险。

银河期货产业客户总部助

理总经理郭云峰表示，玉米占据

玉米淀粉成本的绝大部分，受宏

观经济低迷影响，淀粉下游需求

并无起色，而国家玉米临储量不

断创新高推动玉米收购价格大

涨，最终传导至终端淀粉价格快

速上涨，目前山东地区开工率在

6成，东北地区在4成，若价格上

涨推动开工率提升，供应量增加

而下游未必能够消化，这将对价

格形成相当大压力。“上周开始

山东地区淀粉市场价格虽然出

现拉涨， 但成交情况并不是很

好。 ”（张利静）

减产超预期 糖牛步速看进口

□本报记者 王姣

国内减产超预期、 新榨季种植面积

将大减、 二月份进口糖同比减少……近

期糖市利好消息不断， 大大提振期货市

场情绪。 本周一，郑糖主力1509合约大

涨1.89%，逼近5100元/吨，一举收复上

周失地。

“减产已成定局， 从我们走访的情况

看，无论糖厂还是投资者都对国内糖价走

势比较乐观。 但如果国内真的迎来牛市，

国际糖价却不断下挫， 内外价差不断扩

大，进口利润随之增大，进口情况能否控

制住？这成为左右国内糖价的关键。” 接受

中国证券报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一定意

义上看，未来进口量将成为悬在“糖牛”

头上的堰塞湖。

减产超预期

继1月27日郑糖1509合约到达5248元/

吨的阶段高点后，多头热烈期待的“糖牛”

仿佛挪不动步，不仅顶不破5300元/吨的压

力，还一度下探至4912元/吨的低位。

“空头的逻辑基于内外价差过大、消费

淡季、糖会上即将上演的利多早已经反映完

毕等； 多头则期待糖会上进一步释放利多，

以及减产周期不愿做空等。 ”业内人士说。

从3月22日广西糖会发布的信息来

看， 多头似乎又找到了继续反攻的理由。

公开信息表明， 本榨季广西预计产糖650

万吨，相比上榨季减少150万吨左右；此外

云南预计产糖230万吨， 新疆预计产糖45

万吨，海南预计产糖30万吨，广东预计产

糖73万吨， 其他地区预计产糖10万吨，由

此全国预计产糖1050-1100万吨，比上榨

季的1332万吨减产近300万吨。

另据截至3月23日不完全统计， 广西

收榨糖厂数量达41家， 同比增加20家糖

厂，已经收榨糖厂日榨产能达到23.6万吨/

日， 约占本榨季全区开榨糖厂总产能的

35.4%。本榨季收榨进度大大提前，进一步

加剧了食糖减产预期。

而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在广西实地

调研了解情况进一步表明，因广西甘蔗的

平均收购价已降至400元/吨，农民每亩地

种植甘蔗的平均收入不到300元， 远不如

土地租金收入高且易得，不少农民由此继

续减少甘蔗种植面积。 广西糖协预计

2015/2016榨季广西甘蔗种植面积将减少

150万亩，广西食糖产量将出现连续下滑。

进口量成关键

郑糖因减产利多上涨的同时，国际糖

市则因全球糖供应充裕继续萎靡不振。

ICE原糖期货上周五曾一度触及六年低点

12.39美分/磅， 此后因巴西货币雷亚尔兑

美元走强且低价吸引买盘， 日涨0.5%，收

报12.68美分/磅。

“近期国际糖价不断下挫， 使得内外

价差不断扩大，进口利润凸显。截至3月20

日，配额内利润空间高达1600元/吨，这一

可观利润，将会刺激原糖进口。 就算配额

外，在50%的高关税下，目前利润也有近

700元/吨。 ” 宝城期货研究员刘宇说。

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2月份进口糖12

万吨，同比减少4.38万吨，减幅26.72%；环

比减少26.53万吨， 减幅60.86%。 2015年

1-2月中国累计进口糖50.53万吨，同比增

加5.29万吨，增幅11.69%；2014/2015榨季

截至2月底中国累计进口糖158.76万吨，

同比减少48.51万吨，减幅23.4%。

尽管发改委已明确表态继续支持进

口自律，保护国内产业、糖厂和农民。但目

前进口管控仍未有明确性指引，对进口政

策说法不一，成为市场的炒作热点。

“在国内糖市减产的情况下， 如果国

家限制进口量， 那么国内牛市将会继续，

若控制不当，导致配额外进口增加或大量

走私糖涌入， 势必会造成国内糖价的下

跌。所以说，国内糖价的走势，除了产量以

外，进口量是关键。 ”刘宇表示。

展望后市， 瑞达期货研究员肖永志认

为， 因全球食糖供应充足以及巴西雷亚尔

走软，国际原糖价格继续探底；国内方面，

广西糖会信息总体偏多， 主产区糖厂减产

继续支撑糖价，但国内外价差过大，进口预

期增加及新榨糖上市， 消费淡季等因素压

制糖价，期价短期或维持震荡回调走势。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

2015

年

3

月

23

日）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2015

年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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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43 1057.18 1043.24 1056.50 13.18 1052.85

易盛农基指数

1136.20 1149.96 1135.84 1148.95 12.37 1145.36

（数据来源：海通期货长期业绩鉴证平台

pk.htfut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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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期货“笑傲江湖” 实盘精英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