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

2015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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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32 1080.74 1070.36 1075.85 10.95 1074.67

易盛农基指数

1166.85 1174.2 1162.29 1168.37 10.6 1167.24

指数名 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67.43 67.77 -0.34 -0.50

农产品期货指数

866.18 863.19 867.27 860.85 866.42 -3.23 -0.37

油脂指数

544.52 539.24 545.30 537.69 544.07 -4.82 -0.89

粮食指数

1353.84 1348.89 1355.42 1346.66 1356.32 -7.43 -0.55

软商品指数

825.55 830.07 834.01 822.65 824.72 5.35 0.65

工业品期货指数

718.15 715.21 719.22 713.40 718.67 -3.45 -0.48

能化指数

652.62 645.74 652.73 644.13 652.19 -6.45 -0.99

钢铁指数

482.80 477.70 486.44 477.59 483.43 -5.74 -1.19

建材指数

592.86 593.08 596.59 591.16 593.78 -0.7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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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因素刺激有限

原油空头勇杀回马枪

□本报记者 叶斯琦

在原油市场短暂聚焦也门冲突的情

况下， 近期国际油价经历了暴涨暴跌的

“过山车”行情。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元指

数回调的大背景下，也门事件触发了市场

压抑已久的做多热情，不过国际原油市场

对地缘因素存在过度反应，因此油价在冲

高之后快速回落。展望后市，供需基本面和

美元指数走势仍是影响油价的主线。 在供

给过剩以及美元指数可能再度走强的压制

下，原油市场料依然偏空。

油价经历“过山车” 行情

最近三个交易日， 国际油价经历暴

涨暴跌。上周四（3月26日），国际油价一

路飙涨，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布

油1505E合约大幅上涨逾4%，一度逼近

60美元/桶。 不过，3月27日，油价又“跌

回原形” ，大幅下挫5.19%。 昨日油价再

度走弱，截至记者发稿时，布油1505E合

约又下跌1.3%至55.66美元/桶。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

士普遍认为， 造成近三个交易日原油价

格大幅波动的原因， 主要是市场对也门

地区冲突这一地缘因素的短暂聚焦。

“也门虽然不是产油大国，可是鉴于

位置的关键性， 其局势很容易和地缘政

治、原油运输中断联系起来，加之原油市

场做多热情压抑已久， 因此市场最初对

也门局势的反应十分激烈。” 华泰长城期

货原油研究员陈静怡表示。

地理位置上， 也门紧邻全球最大的

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 并把守着

石油出口要塞———亚丁湾和曼德海峡。

美国能源署（EIA）数据显示，2013年，

也门日均原油产量约为13.3万桶， 产量

排名全球39位。

不过， 也门局势对原油市场的冲击

很快“降温” 。 中信期货原油分析师潘翔

认为，周五开始原油大跌，主要是因为市

场意识到，从目前局势的发展情况来看，

也门冲突不太可能影响到原油运输，因

此炒作预期落空。

地缘因素方面，除了也门，伊朗核谈

判也是当前原油市场聚焦点。 伊朗核问

题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的计划截止期渐

近，有消息指出，谈判或取得重要进展。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 伊核问题谈判若能

如期达成协议， 这对原油市场将是一个

利空信号。

基本面和美元走势仍是主导因素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近期地缘因素

对油价影响的持续性较弱， 一旦地区冲

突能得到妥善解决，或变得常态化，那么

原油价格料重新回归基本面的主线。

基本面上，原油供求不均衡的局面短

时间难以扭转。 美国的页岩油和俄罗斯等

产油国的产量仍在增加，全球原油供应仍

然过剩，而需求却难以完全消化。因此油价

从长期趋势上看，仍然处于空头格局。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数据显示，3月19日至3月24日的一周内，

投机者持有的原油净多头减少36601手

合约，至净多头206887手合约，显示投机

者对原油看多的意愿有所降低。

不过，油价自去年6月起跌幅已经达

到60%，目前价格接近2009年的低点，因

此油价也并不具备大幅深跌的动力，预

计未来油价将陷入底部震荡。

“短期来看，市场供给过剩，需求旺

季未到，所以至少在二季度前半段，原油

市场依然偏空。中期来看，应关注美国原

油产量以及需求推动情况， 但从美国原

油库存高位、汽油库存高位的情况来看，

供给面压力仍较大。 ” 陈静怡认为。

世元金行研究员苏向辉表示， 当前

油价走势的另一条主线是美元指数回

调。 3月下旬以来，原油价格总体处于反

弹走势，其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3月议息

会议发表了鸽派的政策声明， 令市场对

美联储加息预期有所降温， 因此打压了

美元指数。 当前， 美元指数处于震荡态

势，暂时守住97点关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周原油市场

可能再度迎来“超级周” 模式，市场普

遍预期美国新增就业增幅将小幅回落

至25万，失业率维持在5.5%不变。 若数

据向好，势必将使市场再度增强美联储

提前加息的预期，届时有望扶助美元重

返强势。

“美元指数出现回调，给包括贵金属

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都带来了一线生

机。 对于A股油服类股票而言，油价走势

虽然会产生一定的利多影响， 但预计影

响有限，A股股票更易受到大盘自身走势

和热点题材切换的影响。 ” 苏向辉说。

PTA将继续寻底

□本报记者 王姣

自

3

月

25

日触及

4848

元

/

吨的阶段高

位，近期

PTA1505

合约跌势转急，四个交

易日收出三根大阴线， 期间累计跌幅约

340

元

/

吨或

6.24%

。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

原油以及

PX

价格再次暴跌拖累

PTA

成

本，同时目前

PTA

库存依旧高企，而下游

需求较为疲弱， 多重压力导致

PTA

易跌

难涨，预计

PTA

期价将继续寻底，甚至可

能跌破前低。

原油支撑转弱 PTA跌势转急

本周一，

PTA1505

合约开于

4596

元

/

吨， 开盘后价格继续回落， 午后反弹乏

力，在空头打压下继续下跌，盘中最低下

探至

4504

元

/

吨，最终收报

4506

元

/

吨，较

前日下跌

148

元

/

吨，并以

3.18%

的跌幅领

跌大宗商品市场。

“沙特空袭也门虽然造成油市短期

冲高，强势美元却限制了原油的涨幅。考

虑到较高的库存及

OPEC

坚决不减产的

态度，后市难以被看好。 ”多位分析人士

认为，国际原油大幅回调，带动

PX

价格

下跌，

PTA

期货价格也由此出现较大幅

度的回落。

首创期货分析师练异洞指出， 原油

期价的持续下跌让

PX

市场产生较大的

压力，这可能意味着新一轮下跌的开始，

当前

PX

开工率依然较高， 市场供应充

足，

1

月份进口量与去年基本持平。

据悉， 随着地域性冲突利好释放殆

尽， 目前业内人士将关注焦点转至伊朗

核协议谈判情况，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若

谈判成功伊朗原油出口增加， 将短暂打

压油价及商品市场， 如此一来

PTA

也将

继续承压。

过剩压力不减 后市弱势难改

从基本面来看， 尽管

PTA

开工率较

前期已有显著下降， 但是下游聚酯对原

料的需求仍未见提高， 同时

PTA

的库存

高企在短时间内难有实际改善，加之

BP

新增产能投放时间临近等因素， 业内预

计都将对

PTA

价格形成拖累。

短期利好消息是由于部分厂家检

修，

PTA

开工率已下降到

68%

左右。据悉，

远东石化

3

月

23

日开始全线停产整顿，重

启时间未定。 珠海

BP

三期

125

万吨

PTA

新

装置于

3

月

25

日左右开始进入试车阶段，

预计

4

月初正常运行。 翔鹭石化

450

万吨

PTA

装置

3

月

20

日左右开始降负，目前至

5

成偏下，计划

4

月初开始提升负荷。

但多位分析人士认为，

PTA

供大于

求利空依旧主导市场。 中宇资讯推测

PTA

社会库存在

200

万吨以上，而按目前

PTA

与聚酯工厂开工率计算，

PTA

高库

存难以消化， 而目前

PTA

大厂并未抱团

减产挺市， 珠海

BP125

万吨

/

年

PTA

装置

计划二季度投产， 所以

PTA

过剩压力将

继续打压市场。

“

PTA

负荷下降已接近平衡负荷，

但去库存仍难有效出现，且由于仓单量

巨大， 加之上游对

PTA

的成本支撑下

滑，尽管大宗商品现整体向好，但

PTA

短线多头压力较大。 ”永安期货分析师

匡波表示。

而下游需求受经济大环境影响，纺

织行业总体较为疲弱，市场需求不旺，对

PTA

价格拉动效应较弱。

“下游聚酯市场有所好转， 销售尚

可， 价格有一定的上涨， 但仅为短期现

象； 而

PX

价格随着原油期价大幅下滑，

对市场形成较大打击；

PTA

生产工厂开

工率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随着下游

开工率的增加，社会库存有所下降。 ”练

异洞认为，从盘面看，期价继续寻底，可

能跌破前低，建议投资者暂时观望。

博鳌亚洲论坛与会专家：

大宗商品将持续低价震荡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大宗商品：

超级牛市的终结”分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

受供需关系宽松影响，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

品过剩状态仍将持续，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大宗商品都将保持低位震荡。

铁矿石熊市将持续

“需求决定一切，未来铁矿石供大于

求状况会维持很长时间， 预计四到五

年。 ” 宝钢经研院院长吴东鹰指出，未来

铁矿石熊市还会继续下去。 从供给方面

来看，中国钢铁生产已经达到顶峰，今年

或者明年有可能就是中国钢铁业的顶

峰。 此外，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导致钢铁业

需求放缓。

吴东鹰表示，前一轮铁矿石价格快速

上涨导致大量资本涌入，投资产能会在未

来若干年中释放，这使得供大于求的问题

必然会出现。 此外，随着中国钢铁保有量

越来越大，用废钢炼钢的比例越来越高，铁

矿石需求就会下降。 供需关系会进一步宽

松，价格还会往下走。

吴东鹰认为，钢铁行业正在做结构调整，这

样会带来钢铁需求结构的转换， 但不会使钢铁

总量有大的提升。 因为建筑用钢这一项投资已

经下滑，而希望“一带一路”拉动需求改变铁矿

石行业的现状也不太可能。

油价调整仍将持续

沙特基础 工 业集团执 行副总 裁

Yousef� AL-ZAMEL同时认为， 石油价

格的调整仍将持续， 影响石油价格的因素

有两个方面，即美元升值和供应的变化。目

前美元已经升值20%。 此外， 美国需求下

降，与2014年相比已经降低28%，随着美

国原油产量及库存量屡创新高， 对石油价

格有较大冲击，而同期美元汇率持续走强，

也使得以美元为主要定价货币的石油价格

难以回升。

SK集团最高经营人俞柾准认为，随

着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产量增加、 生产

成本不断下降， 石油价格难以在短期内

维持升势。 亚洲地区的石油消费国需求

量较大，然而可选择的石油进口源较少，

现阶段许多美国企业都在游说政府解禁

石油出口，一旦解禁成功，其巨大的库存

量和产能将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石油价

格走势。

大宗商品仍将低位震荡

与会专家还指出， 目前全球范围正面临

能源和石油革命， 非常规能源正逐渐改变全

球能源格局， 未来全球经济结构也将因此而

发生改变。 鉴于整个作用和影响会持续很多

年，更多的技术革命还将浮现，随着清洁能源

的应用、能源效率的提升，未来大宗商品价格

走势还将出现更多的变数。

对于大宗商品市场目前的现状， 大圆

银泰交易市场总裁袁顾明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然过于

脆弱和缓慢，欧盟和日本增长乏力，美国经

济发展稍微好些， 今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

性在增加， 这都可能加剧大宗商品市场的

波动；另外，如今美国经济不断好转，美国

正在控制债务规模，还债能力增强，这使美

元输出减弱，更有可能造成日后美元紧缩。

这样对全球经济造成新的冲击， 也将对大

宗商品价格形成打压。 这些因素有可能使

大宗商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保持低

位震荡。

袁顾明认为，目前来看，中国需求在短

期内很难大幅提升，此前国家加强了对信贷

市场和地方债务的管理，这将使得地方基建

投资降温，也进一步减少了对大宗商品的需

求。 大宗商品在今年很难形成前几年那种大

涨的局势。 此外，目前推行的“一带一路”战

略，将在长期里对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

起到一定作用，不过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大宗

商品低位震荡的格局。

供应缺口扩大 “糖牛” 料可期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昨日，白糖期货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

阳，主力1509合约震荡上行，午后强势走

高，截至收盘报5380元/吨，上涨2.63%，最

高上探至5412元/吨， 突破了近期盘整区

间。 对于后市，分析人士认为，受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年内白糖将呈现供应偏紧状况，

2015年“糖牛” 行情可期。

新榨季产量预期、甘蔗种植面积、进口政

策及进口量，是目前糖市关注的三大焦点。 华

泰长城期货白糖研究员袁嘉婕表示，从目前的

压榨情况来看， 广西已经有70家糖厂收榨，目

前已经进入榨季尾声，市场对于2015/2016榨

季的食糖产量预期在1100万吨。

新 湖 期 货 詹 啸 也 表 示 ， 预 计

2015/2016� 榨季广西整体种植面积将减

少11.9%，降至1240万亩，单产水平料提高

5%至4.1吨，出糖率提高至12.16%� ，预期

产糖总量下降接近5%� 。 若2014/2015榨

季产糖650万吨，则2015/2016榨季预期产

糖620万吨； 若2014/2015�榨季最终产量

仅为630万吨，则2015/2016榨季预计产量

可能降至600万吨一线。

“根据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由于甘蔗收

购价的持续下降，种植甘蔗的收益已经远低

于其他经济作物，目前来看甘蔗改种桉树的

比例最高，同时种植桉树对于甘蔗种植有更

深远的影响。 整体来看2015/2016榨季广西

种植面积将会减少12%左右，这将使得下榨

季全国食糖产量或在1000万吨甚至以下。 ”

袁嘉婕认为，国内食糖产量下榨季继续加大

幅度下降是可预见的情况。这给国内郑糖牛

市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减产定局的情况下， 进口情况是糖

市的另一大关注点。 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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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看出目前进口相比上榨季还是

减少的， 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管控。 本榨季

初， 我国配额外进口就需要申领实行配额

外进口许可证， 国家对于此证的发放基本

是按照糖协提出的有序、按需的原则。而相

关部门公开发言来看， 对于进口糖的管制

还会持续。 ” 袁嘉婕表示，因此虽然进口盈

利接连创出新高， 但由于进口的管制使得

国内外市场被分割开来， 因此这种配额外

进口高企的情况或许会成为一种常态。 此

情况下， 预期今年的进口量将在300万吨

左右，加上上榨季的期末库存，今年国内白

糖市场处于供应偏紧状态， 再加上目前国

家保护国产糖产业的意图较为明确， 目前

的时间和价格都不会促使国家抛储， 因此

在此价格郑糖依旧具有上涨动能。

海通期货不断完善增值服务体系

基于时代背景和私募机构

的个性化需求，海通期货长期业

绩鉴证平台在

2015

年进一步深

化私募服务，着力打造一站式私

募综合服务平台———推出业绩

鉴证及评估、 产品设计与发行、

私募品牌推广、

PB

服务、金融工

程及量化

IT

支持和投研人才培

养等私募增值服务，服务于中国

对冲基金的发展壮大。

海通期货长期业绩鉴证平台，

主要为国内对冲基金和私募管理人

提供专业的业绩鉴证评估、 品牌推

广、产品发行等服务，服务账户

5500

余个，总资金规模

13

亿元，鉴证账户

最长超过

5

年。业绩平台已为

150

余位

优秀私募管理人提供品牌推广和产

品服务，成功推出支持中小私募成长

的伞形结构化产品及各类资管计划，

并成功组织多次专业沙龙活动。

为进一步强化私募

服务，

2015

年， 业绩鉴证

平台特别开辟产品中心，

集中展示优秀投顾发行

的产品， 推动产品募集，

并将面向各期货公司私

募客户的开放数据采集

接口，以更开放的平台为

广大客户提供业绩鉴证

及其他私募综合服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业绩平台一直致力于积极

推动优秀私募管理人发行产品，联

手合作机构发行

FOF

多投顾产品，

同时量身定制对冲基金专属服务

及优质资源支持，提供基金设立及

备案、产品设计销售、资产配置整

合、资本引介、风险管理咨询、第三

方估值、

IT

系统开发、 职业交易员

培养以及各类对冲基金综合服务。

鉴于资产管理机构对私募服

务的巨大需求，业绩平台推出的一站

式私募服务极大地丰富了私募服务

内涵，业绩鉴证及评估、产品设计与发

行、私募品牌推广、

PB

服务、金融工程

及量化

IT

支持和交易人才培养等一站

式私募增值服务将成为私募服务的核

心， 推动中国对冲基金的发展壮大。

（更多报道见http://www.cs.com.

cn/qhsc/hydt/201503/t2015

0327_4673946.html）（海通

期货 肖小珊 ）

经济下行使铜产业链承压

□海通期货 杨娜

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预

计2015年铜加工行业依然维持下行状

态，行业竞争加剧，银行放贷意愿下降，

两极分化愈发严重。 房地产行业的疲软

对铜产生影响，下游铜加工企业与房地

产相关订单减少， 预期今年该产量会

继续减少。 铜拆解方面，受累于美国

经济疲软导致的废铜进口成本增加

与国内精炼铜价格偏低，铜拆解盈利

不济，预期2015年铜拆解企业盈利依

然不容乐观。

调研显示，铜加工企业整体情况较为

疲软，两极分化愈发严重，龙头企业订单

量表现良好。 据下游企业称，目前已有不

少小型铜加工企业倒闭，由于这类企业订

单流向龙头企业，所以龙头企业订单表现

良好。工厂保持100%开工的满负荷生产，

并且考察的企业中不少企业有5%-10%

的增产计划。

下 游 铜 加 工 企 业 毛 利 率 在 5%

-10%不等，整体表现为毛利率偏低，行

业竞争较为激烈，不少企业积极寻找新

的突破口。 一家铜加工企业表示，其生

产的镀锡线， 可以达到10%的毛利率，

加工费达到6000元/吨， 是裸铜线加工

费的两倍。 另一家铜企业称，漆包铜生

产成本在3000元/吨-7000元/吨不等。

而铜包钢由于其耐摇摆与良好的数据

传输的性质以及较低的成本，为该企业

带来超过其他产品的利润率。 除此之

外，也有企业称可用于医疗方面的极细

线的加工费可达到30多万元/吨， 新技

术会成为企业的新利润增长点并为铜

需求开辟新的疆土。

据废铜拆解企业称，去年企业未实现

盈利，预期今年企业盈利情况依然不容乐

观，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首先，进口废铜

利润固定，而副产品橡胶价格大跌，带来

盈利下滑；其次，美国经济表现不好，废铜

出口减少且折旧增加， 导致成本上行；第

三，精炼铜价格下滑，导致废铜与精炼铜

间价差缩小，需求减弱。

据地方政府介绍，在新区兴起的企业

开工表现良好，当地用电量未出现大幅下

滑。 数据显示，2014年江西用电量较前一

年同比仍然有所上升，2014年12月江西

省当月用电量为104.52亿千瓦时，同比增

加10.03%。 由于民用电量每年情况保持

一致，工业用电大幅增长，以铜为主要产

业的江西省，制造业的生产料未因为宏观

经济疲软而出现下滑。

镍锡有望低位反弹

昨日，国内镍锡期货主力合

约经历了“过山车”行情。 沪镍

1507合约与沪锡1507合约早市

暴跌后，最低点分别录得96820

元/吨和15600元/吨，午后镍锡

价格双双反弹，收回早市部分跌

幅， 收盘分别报98430元/吨和

118080元/吨。

对于上周五国内镍、锡期货

上市首日遭遇“开门绿” ，市场

分析人士认为，究其原因，美元

指数反弹压制大宗商品是大环

境，且从历史数据上看，国内新

品种上市前两个交易日下跌是

较大概率事件，因为投机资金沽

空意愿与现货多头卖空交割的

双重叠加。

国信期货研发部有色金属负

责人顾冯达表示， 整体美元企稳

似有重拾强势迹象，这令大宗商

品反弹幅度受限，但政策面预计

将有更多利好政策落地，有色领

头羊铜表现相对强劲，镍价在暴

跌后料进入修复走势，继续下探

可能性不大， 关注低位反弹机

会。（张利静）

铁矿石市场“寒意”难褪

与春意盎然的天气不同的

是，铁矿石市场“寒意” 仍在继

续加重。昨日国内铁矿石期货主

力1509合约继续下探， 并再次

创出408元/吨的历史低位。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基本面

供过于求、市场悲观预期、环保政

策升温及期价基准重估等因素共

同拖累期价出现暴跌。另外，在二

季度矿石供应将达到峰值的预期

及需求仍较疲弱的背景下， 预计

矿价将继续向更低价位靠拢。

创上市来最大单月跌幅

近来，国内铁矿石期价“跌

跌不休” 。 截至昨日收盘， 主力

1509合约收报于409元/吨，跌10

元/吨或2.39%。 而按照本月以来

走势来看， 期价月内跌幅已逾

14%，创上市以来最大单月跌幅。

“铁矿石期价承压下行主要

是受到基本面供过于求及市场悲

观预期影响。”永安期货铁矿石分

析师刘亮亮表示，自去年以来，矿

石供过于求的格局就已形成。 尽

管今年年初， 有部分商家和投资

者曾看好今年房地产和基建投

资，认为其将带动钢材需求，进而

带动矿石需求，但截至目前，矿石

供过于求的矛盾仍未改变。

“当前铁矿石价格继续受到

供需方面的双重压力。 ”银河期货

铁矿石分析师张媛表示，从需求方

面来看，今年春季钢铁需求启动较

晚，且受房屋新开工持续负增长的

影响， 终端钢材消费并不强劲，连

带矿石消费较为疲弱。 同时，考虑

到2015年新环保法的实施及钢厂

盈利预期较差等因素的影响，一

季度钢厂产量释放有限， 对铁矿

石等原材料的采购也较为谨慎，最

终拖累铁矿石消费预期。

而从供应方面来看，尽管矿

石价格连年下跌， 极大挫伤一部

分非主流矿和国产矿的生产和贸

易热情， 但以四大矿山为主导的

铁矿石生产企业仍然遵从原有增

产计划，进一步争夺市场份额。

后市料继续走弱

“未来，基本面情况仍将主

导铁矿石期价走向。 ”刘亮亮表

示，当前黑色产业链的矛盾主要

集中在下游需求上，矿石供给增

加几乎成为定局，而钢材下游需

求复苏不确定性较大，需求预期

转暖可能导致期价出现阶段性

反弹。而较高的港口库存也为矿

价下跌提供一定弹性。但整体来

看，中国粗钢产量继续上升空间

有限， 而矿石产量仍将不断增

加，鉴于目前矿石弱势基本面格

局，预计期价仍将继续下探。

华泰长城期货铁矿石分析师

许惠敏表示，表示，从目前订单情

况来看，未来终端需求难见太大起

色。矿石需求主要受钢厂开工率影

响。随着近两周原料暴跌而成品持

平，钢厂利润有所好转，预计钢厂

开工率后期会有所回升。但令市场

担忧的是，年度矿石供应增量将于

二季度集中释放，矿石供应压力也

将在二季度达到峰值。“在供应增

量集中释放，需求仍然疲弱的背景

下，预计矿价仍将弱势下行。 ”

“未来一段时间，主导铁矿

石期价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终端

钢材消费、环保因素及矿山产能

释放情况。 其中，前两个因素直

接影响矿石消费，在弱势市场下

直接影响市场预期， 而后一因

素，目前看来暂时难以出现较大

超预期变化。 ” 张媛认为，未来

一段时间，铁矿石期价将延续弱

势寻底走势， 中间或会反弹，但

反转的可能性不大。（马爽）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2015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