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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期指数

1113.77 1112.93 1115.28 1106.39 -6.25 1109.83

易盛农基指数

1205.66 1212.29 1212.29 1195.18 -10.48 1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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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制药企业通过 GMP 新版认证，

有一流制药技术、 制药机械和销售队

伍，销售和盈利持续稳健，现诚意寻求

上市企业合作。

寻 求 合 作

联系人：华总 15828233709

多头撤退 铁矿石结束“四连涨”

受多头急速撤军影响，昨日，

大连铁矿石期货暂停四连涨走

势，主力1509合约低开低走，盘中

失守440元/吨关口， 最终报收于

431元/吨，跌7元/吨或1.59%。

消息面上，巴西矿业巨头淡

水河谷 (Vale)发布的最新财报

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该公司

亏损31.18亿美元， 至此已连续

亏损三个季度。 为改善利润率，

该公司表示可能减少未来两年

的预期铁矿石产量最多达3000

万吨。 此外，澳大利亚第三大矿

商FMG在2015年一季度（2014

财年三季度） 生产铁矿石3550

万吨，环比降低19%。

现货方面，普氏铁矿石价格

指数上涨1.75美元至61.25美元/

吨， 青岛港进口澳大利亚PB粉

跌5元至440元/吨。 国内大矿政

策维稳挺价， 港口库存逐步降

低，短期现货报价受期货影响波

动加大。

“投资者在前一交易日触

及七周高位的涨势过后锁定获

利， 且市场预期供应将维持充

裕， 限制了铁矿石期价上行潜

能。 此外，现货市场好转力度有

限，亦难以支撑铁矿石价格持续

上涨。 ” 有分析表示。

对于后市，方正中期期货王

永良表示，近期淡水河谷调降产

量预期消息刺激盘面上涨。且国

内货币宽松、 稳增长政策频出，

给予盘面一定支撑。 此外，当前

钢厂需求偏强、外矿挺价支撑现

货， 四月份外矿产能增加量偏

低，港口库存均短期支撑现货走

势，关注后期国产矿及境外中小

矿的复产力度。 技术面上，期价

突破60日均线， 须防范资金短

线打压破位， 关注430元 /吨

-435元/吨资金增量流向及支

撑效果。 后续关注5月钢厂实际

需求、外矿政策及国内政策资金

对盘面的影响。（马爽）

菜粕维持区间震荡概率大

□华泰期货 黄玉萍

菜粕在4月中旬最低跌至2117元/吨

后，止跌回升，重回2200元/吨以上，截至5

月7日收盘报2266元/吨。 随着菜粕持续走

高，豆菜粕价差也不断缩小，目前两者价差

在488元/吨。

全球菜籽减产

和大豆丰产格局不同，2015/16年度

全球菜籽将减产。 根据油世界预估，全球

菜籽将减产100-200万吨至6700-6800

万吨，主要因欧盟、乌克兰等国播种面积

下降。 加拿大是世界最重要的菜籽生产和

出口国，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4月发布的种

植面积报告 ，2015年菜籽播种面积为

785.74万公顷， 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值，

较2014年822.52万公顷下降约4.5%。油世

界对加菜籽种植面积预估和加统计局保

持一致， 因此预计加拿大菜籽将减产

3-6%。 不过，在这个数据上，加拿大农业

及食品部数据和统计局大相径庭，该机构

预计种植面积为840万公顷， 产量较去年

增加45万吨至1600万吨， 出口则增加40

万吨至760万吨。当然，现在的种植面积包

括产量都是不确定的，因为这还取决于后

期各农作物的种植收益变化和天气情况。

进口菜籽少于去年同期

由于现货及盘面压榨在3月才出现压

榨利润，因此一季度我国进口菜籽数量小

于去年同期。 2015年1-3月我国共进口菜

籽91.8万吨， 较去年一季度累计进口115

万吨下降20%。 不过，随着压榨利润回升，

后期油厂买船积极性提高。根据天下粮仓

统计，二季度每个月都会进口约7船菜籽；

尽管如此，这个数量也远不能和去年二季

度累计的155万吨相比。 因此，2015年我

国进口菜籽量将极大概率低于去年的508

万吨，预计为400万吨左右。

由于一季度进口菜籽较少，在沿海菜

籽库存不高的情况下，4月中下旬多数油

厂无籽停机， 直接导致开机率降至最低

12%，菜粕库存明显下降，对价格产生一

定支撑。 不过， 这一情况在5月将得到缓

解， 目前现货和盘面菜籽压榨均有利润，

在“五一” 小长假结束以后，除厦门中盛

2015年不榨菜籽、 防城澳加压榨大豆（6

月才有一船菜籽）、湛江渤海停机（5月下

旬有一船菜籽）， 预计其他8家油厂都将

正常开机生产。

需求疲弱不改

今年水产养殖利润不佳。 根据机构

在4月中旬对湖北水产养殖情况做的调

研结果，今年预计养殖面积减少20%，不

少养殖户转向种植莲藕或养殖龙虾。 同

样是因为养殖利润不佳， 压塘鱼相对往

年明显增加， 这也将影响开春后养殖户

鱼苗投放的积极性； 这部分压塘鱼预计

最晚在5-6月将出塘， 市场对水产价格

并不乐观。

水产养殖利润不佳打击养殖积极性，

传导至饲料用量上将减少菜粕需求量。另一

方面，当前豆菜维持较小价差，也将使

得水产饲料中菜粕添加比例降低。据我

们了解， 目前禽料中已经不添加菜粕，

水产料中的添加比例分地区略有不同，

两湖地区偏高在20-30%，华南沿海偏

低，在豆菜粕现货价差小于500元/吨时

添加比例已降至8-10%的最低水平。

目前广东豆菜粕现货价差为520元/吨，

菜粕每单位蛋白价格仍略微低于豆粕。

综上所述，因全球菜籽减产、一季

度我国进口菜籽量少于去年同期，且

伴随着价格下跌、现货市场上菜粕成交会

明显放量， 因此菜粕基本面相对豆粕稍

好。但是与此同时现货和盘面压榨都有利

润，二季度菜籽进口预计将增加，且水产

养殖利润不佳、豆菜粕价差较小等在终端

需求端制约菜粕价格。 菜粕后期走势，一

方面直接和美豆及连豆粕走势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5月菜籽托市收购政策和菜粕

销售细则出台后， 菜粕走势或更加明朗。

在这之前，菜粕可能继续在2200-2330元

/吨区间波动。 价差上，由于菜粕基本面好

于豆粕，两者价差波动重心下移，但是，一

旦豆-菜粕单位蛋白价差为负， 两者价差

仍可能有所扩大。

注： 按收盘价来看， 指数点位过去五个交易日中最高点出现在

2015

年

5

月

6

日，为

103.46

点；最低点出现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为

101.71

点；过去五个交易日平均点数为

102.50

点。

从指数成分各主力合约来看， 过去五个交易日玉米涨幅为

0.32%

，大豆涨幅为

-0.12%

，豆油涨幅为

3.87%

，豆粕涨幅为

-0.33%

，

棕榈油涨幅为

4.97%

，鸡蛋涨幅为

0.92%

。 其中棕榈油和豆油在过去

五个交易日涨幅居前，而豆粕和大豆跌幅居前。

化工品调整后料重拾升势

□本报记者 王姣

昨日，大宗商品与A股市场齐迎“黑

色星期四” 。 期货盘面上，以塑料、沥青、

PP、 甲醇等为代表的化工品种领跌市场，

其中塑料主力 1509合约大跌 3.21%报

9805元/吨，本周甚至走出四连阴。

回顾近期市场表现，整个化工板块深

陷弱势调整格局。 对此，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的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化工品本

轮下跌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前期化工板

块整体连续上涨，短期市场有技术性回调

需求；二是近期原油涨幅明显，市场多半

预期原油再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对下

游化工品有部分看空预期。 展望后市，化

工板块可能随原油走出回落走势，不过其

基本面支撑仍在，预期化工品调整结束后

有望重拾涨势。

化工品集体走弱

本周四， 化工板块领跌大宗商品市

场。 截至昨日收盘， 塑料1509合约大跌

3.21%报9805元/吨， 沥青1506、PP1509、

郑 醇 1509 皆 跌 逾 2% ， 橡 胶 1509、

PVC1509跌幅也都超过1%。

海通期货研究员殷奇伟指出， 几乎所

有的石化品种前期都积累了相当大的涨幅，

而这些涨幅背后，并没有太多去库存、去产

能的基本面支持，这样没有实质性基本面改

变的品种上涨后走出回调走势很正常。

宝城期货研究员陈栋补充称，导致化

工品弱势的背后原因还有两点： 其一，国

内期指连续三日大幅回落，导致市场做多

信心不足，并牵连化工品做多人气；其二，

国内经济数据持续偏弱，需求终端力量无

法继续支持化工品期价走强，而市场一直

期待的宽松加码政策迟迟未见响应，导致

多头军心不稳。

短期调整可能持续

原油价格和品种基本面仍是决定化

工板块走势的两大关键因素。 对于油价未

来走势，目前业内存在一些分歧。

殷奇伟对油价走势相对悲观，他表示，

“原油近期的上涨虽然看似速度较快，但难

以持续，上行空间已经很有限。 且一旦消费

旺季过去，原油产量维持高位还将对油价形

成压力，那时原油恐怕还将下跌，化工板块

也将伴随原油走出回落走势。 ”

不过冠通期货研究员陈刚认为，中长

期或存在原油供给增加的隐忧，油价上方

空间不是很大，但短期原油价格仍较为坚

挺，对下游成本支撑较为有力。

南华期货分析师袁铭同时表示， 原油

未来仍有走强的可能，美国产量见顶迹象、

库存开始下降及季节性需求的到来将利多

油价，将会对整个石化板块起到支撑。

从化工板块基本面来看，陈刚指出，目

前塑料下游农膜和塑料薄膜开工稳定，生产

装置仍有较大比例在进行检修，且库存已经

连续两月环比降低；PTA生产装置开工率

为68%，下游开工率在80%以上。 其它品种

供需状况也与之类似，整体来看，基本面并

不支持化工品大幅下跌。“预期化工品在短

暂的回调后，仍会再次进入上涨通道。 ”

陈刚建议投资者在化工品回调过程

中逐渐建仓。 他认为，PTA由于前期的爆

炸事故供给紧张，当前属于化工板块中最

为强势品种，其次是LLDPE和PP。 品种套

利方面，LLDPE和PP由于前期价差过大，

短期仍在价差恢复过程中，可适当进行多

PP空LLDPE的品种套利操作。

糖价有望继续走强

继前期强势上涨逾600多

点后， 近期白糖期货震荡盘整，

本周以来累计涨幅仅1%左右，

昨日主力1509合约跌0.36%报

5602元/吨。 在减产预期消化大

半过后，糖价涨势能否持续？

对此，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的分析人士表示，2015/2016

榨季国内甘蔗种植面积继续减少，

未来实际减产幅度大概率超出市

场预期， 糖价仍有继续上涨空间。

短期来看， 在现货偏强的支撑下，

郑糖料将偏强震荡。

万达期货近期调研显示，目

前人工劳力成本仍占甘蔗种植成

本最大比例， 近年人工成本并未

随蔗价下降，反而以10-20元/吨

幅度逐年增加， 种植利润不断被

挤压，刨去人工费用、肥料投入，

每亩地收益仅有500元左右。

在此背景下，很多传统蔗区

甘蔗地改种现象普遍， 预计

2015/2016榨季广西、 云南种植

面积继续减少。 万达期货指出，

2015/2016榨季， 预计广西甘蔗

种植面积同比上榨季减幅达到

13%， 云南甘蔗种植面积降幅在

5%左右。

“保守预估广西种植面积

1280万亩， 云南产区461万亩，

2015/2016榨季广西、云南产区甘

蔗种植面积有可能重新回到十年

前。 ”万达期货研究员蔡亮表示。

就期货盘面而言，万达期货

研究员刘永华指出，近期现货报

价坚挺，南宁维持5500元/吨以

上， 支撑9月合约在5600元/吨

以上持稳，但5月合约较南宁现

货价格低六七十元，刺激了中下

游从盘面采购，表现为郑商所白

糖仓单注销量稳步增加。预计短

期以消化仓单库存为主，期现价

格震荡盘整，5月合约摘牌后，

糖价或有望继续走强。（王姣）

BDI指数“五连跌”

5月6日，BDI指数报575点，

较上一日下降5点， 这已是BDI

指数连续第五日出现下跌，较4

月28日601点的阶段高位已下

跌4.17%。

相比于“先行指标” 的走

弱，近期大宗商品总体表现却较

为强势。 自3月18日的阶段低点

以来，跟踪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的

CRB指数已经大幅上涨逾10%。

对此，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

所长助理程小勇表示， 最近商品

反弹时BDI指数却相对疲软，主

要与商品反弹的结构性差异有

关。此轮商品反弹包括有色金属、

化工品和黑色系等品种， 而BDI

指数主要衡量铁矿石、 煤炭和谷

物三类商品，因此只有铁矿石的反

弹与BDI关联较为密切。近期铁矿

石反弹，主要是由于3月和4月铁矿

石发货减少所致，而BDI指数已经

在3月和4月上旬提前验证了铁矿

石进口量变动的趋势，此后BDI指

数缺乏继续上涨动力。

“作为先行指标，BDI近期

走势平稳偏弱，说明中国需求没

有太大起色，结合制造业PMI新

订单指数持平和铜进口到岸溢

价下降等信号，反映出商品反弹

最终会面临需求疲软的制约。 ”

程小勇表示。

对于后市BDI指数的走势，业

内人士认为，股市热而实体冷的格

局还将持续，基建项目开工带动大

型企业开工和订单回暖只是阶段

性的，预计在商品反弹之后，国内

上游原材料产出会进一步增加，特

别是铁矿石停产的趋势会缓和，而

铁矿石港口库存还将继续消化，进

口铁矿石可能短期维持平稳。 因

此，BDI指数后市可能先扬后抑，

总体上涨空间不大。（叶斯琦）

指数名 今开盘 今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昨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68.03 68.21 -0.18 -0.26

农产品期货指数

901.60 898.66 904.20 896.00 902.18 -3.52 -0.39

油脂指数

593.82 587.88 594.68 585.04 593.90 -6.02 -1.01

粮食指数

1355.68 1360.80 1366.40 1352.35 1357.26 3.53 0.26

软商品指数

862.13 857.09 863.89 856.24 862.54 -5.46 -0.63

工业品期货指数

755.76 746.54 756.46 745.40 755.20 -8.67 -1.15

能化指数

731.24 716.89 735.95 715.26 729.70 -12.81 -1.76

钢铁指数

482.41 476.66 483.84 475.28 482.62 -5.96 -1.23

建材指数

589.17 583.94 589.80 582.73 589.10 -5.16 -0.88

过去五个交易日东证-大商所农产品指数价格

日期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2015-04-30 101.01 101.81 100.78 101.71

2015-05-04 101 101.94 100.8 101.82

2015-05-05 101.55 103.12 101.55 102.44

2015-05-06 102.57 103.87 102.51 103.46

2015-05-07 103.39 103.82 102.63 103.08

指数各成分权重及合约

日期 玉米 大豆 豆油 豆粕 棕榈油 鸡蛋

权重

5.15% 6.69% 17.01% 55.82% 12.12% 3.21%

主力合约

C1509 A1509 Y1509 M1509 P1509 JD1509

有色歇脚 商品“空气”渐浓

□本报记者 官平

“像这种行情， 只能说有钱任性

了。 ”银河期货研究员李莹认为，镍价急

速上涨必有调整， 从基本面来看并不支

持持续上涨，镍矿供应收紧，但伦敦镍高

库存短期仍然会对镍价构成压力。昨日，

沪镍1507主力合约收报112500元/吨，

较前一交易日下跌近1%。

实际上不只是镍，几乎有色金属板块

都在歇脚。分析人士表示，总体来说，国内

有色金属前期超跌、近期普涨，主要还是

对于宏观政策的预期，急速上涨必定会有

调整， 从行情来看基本金属上涨动能不

足，但是今后的思路或许也要改变，毕竟

商品下跌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昨日，上海

铜、铝、铅、锌四种基本金属全线收跌，沪

锌主力合约跌幅超过3%。

资金充裕助力

“有色之首” 铜在近期价格大幅反

弹，伦铜价格从今年一月低点5339.50美

元/吨涨至到5月7日的6397美元/吨，涨

幅超过1000元/吨。此外，包括镍、锡等金

属在内近期都有不小涨幅。

对此， 格林期货研发总监李永民表

示， 导致有色金属近期上涨的原因主要

有： 美元指数贬值对有色金属板块产生

支撑作用；春节过后至7月份一般为铜等

有色金属消费旺季， 季节性原因对该板

块也产生支撑作用； 政府采取诸如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等措施， 随着国内铜

消费数量增加，库存数量明显减少，上期

所铜库存减少到19万吨左右， 对铜价也

产生支撑。

上海中期研究员方俊峰则认为，有

色金属价格走强，根源在于中国在基建

方面的投入，宽松的货币环境产生积极

的效应， 二季度为制造业的传统旺季。

具体到铜方面，由于铜矿的供给不及预

期， 今年的供给过剩量远低于年初预

期，因此，铜价处于强势中，仍有一定的

上行空间，但整体仍将受制于供过于求

的基本面。

再度炒作供应因素

实际上， 有色金属板块价格在去年

表现较差， 除了镍被炒作供应短缺出现

一波大的行情外， 基本金属几乎全线下

跌，而且镍价在炒作冷却后也快速下跌。

对此， 中银国际期货研究员陈冠因

表示，之前的跌势反映了基本面，利空消

息已经在价格方面得到了体现。

“四月以来， 宏观面利多的政策不断

出台，加上欧元区的形势开始趋于稳健。因

此，本轮反弹，主要是宏观面驱动。”陈冠因

表示， 另外从近期陆续公布矿山一季度产

量数据看，部分矿山的产出同比是下降的。

数据显示，一季度TC/RC（即精铜

矿转化为精铜的总费用）环比走弱，侧面

说明铜矿的供给比年初预期的要低。

据其介绍， 阿根廷与秘鲁矿山产出

下滑， 令嘉能可一季度矿山铜产出同比

下降9%；罢工、品位下滑、暴雨因素令

Antofagasta一季度铜产出同比下降

14%；Boliden一季度矿山铜产出也同比

下降10%。 但这些矿山产出的下降，还不

至于扭转供过于求的格局。 LME库存昨

日 下 降 325 吨 达 到 341000 吨 ，

CASH-3M却贴水0.75美元/吨，中国关

内现货升水也继续收窄。

商品看空气氛浓

近期来， 随着国内外实体经济逐步

企稳，加上股市大幅走高，市场心态开始

转暖，大宗商品普遍出现反弹行情。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

勇表示，对于铜、镍这么强势反弹应该是

熊市二期的回摆。 而引发这波反弹的因

素主要是前期利空逐步消退， 市场自我

修复。 一是美元回调，作为强周期和金融

属性较强的铜、 镍产生应激性反应；二

是、供应端出现收缩。 以铜为例，智利、秘

鲁等产铜国铜产量一季度同步下降，使

得铜精矿现货加工费回落， 这对于精铜

供应扩张有制约作用。 而镍主要是国产

的可交割镍紧张， 而市场流通的大量的

是俄镍，无法实现交割，因此出现镍多逼

空的现象。

他表示，从基本面看，这波有色金属

反弹空间是有限的，从供求曲线来看，供

应曲线只是小幅的左移， 而需求曲线在

旺季只是小幅的上拐， 因此供求额平衡

点也只是小幅的上移， 在反弹之后由于

需求增长还是不及供应增长的回复，因

此这波行情即将触顶。

对此，李永民认为，尽管当前阶段

国内实体经济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

化，但从未来一段时间看，随着政府简

政放权、一带一路等措施的落实，国内

实体经济的运行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

这些变化将从根本上逐步调动市场积

极性，有助于从根本上促进实体经济恢

复。 因此，尽管短期内单边上涨的可能

性不大，但今后下跌的空间可能比较有

限，因此，今后的交易思路应随着转变，

过去以逢高做空为主，今后应该以逢低

买进为主。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大宗商品

近期整体反弹， 这主要是美元回撤使得

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担忧缓解、 中国无

风险利率下降背景下的资金短期对资产

配置小幅度调整的结果， 以及对于供应

端收敛的短期反应。 然而，从长远来看，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导致单位GDP消耗大

宗商品的强度是下降的， 而股市火热实

体清淡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因此从资产

配置角度看，商品并非最佳配置，特别是

潜在的需求前景不佳， 而去产能因逆周

期政策而放缓， 因此这波反弹是大多数

大宗商品的年内高点， 反而为后市下跌

提供新的空间。

高盛的原油多头情结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回顾

2007

年以来高盛先生的原油预

测，不难发现高盛的原油多头情结在

2012

年末

2013

年初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04

—

2008

年， 高盛先生大胆预测

原油价格要上涨到

200

美元，俨然国际能

源市场“指挥家”。 现实却给了一个大嘴

巴，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2

月，国际油价从

148

美元一路几乎不带回调地跌至

50

美

元，跌去三分之二。 然而，疼的是跟风进

场的投资者，高盛似乎安然无恙。若按报

告操作，亏损将不可想象。

部分投资者意识到，

2005

到

2008

年

的国际油价攀升， 可能是个资金推动的

大泡沫。

高盛先生的唱多腔调一直延续到

2012

年。

2009

年

2

月至

2011

年

5

月， 原油价格

也确实经历了一波不小的涨幅， 从

50

美

元涨到

120

美元附近。 此后进入了为期

5

个月的回调整理。高盛先生在

2011

年

4

月

短暂提示油价回调风险后，随即在

5

月油

价回落后，继续看多。而就在

8

、

9

月份，原

油价格迅速掉价，此后进入

90-110

美元

的整理区间， 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

2014

年一季度。

2009

年全球经济一片黯然。就在做多

原油的投资者肉疼不止的时候，

2009

年高

盛利润达到历史最高的

134

亿美元， 其中

有大部分来自于能源和商品部门。

此后，

2011

年二季度至

2012

年中，高

盛看多再次频频失准。 指挥棒似乎失去

了作用。

2011

年

8

月， 高盛维持了

2012

年布

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

130

美元的预

测，

2012

年

6

月之后布油价格最高也几

乎不超过

120

美元，多数时间在

100

美元

附近徘徊。

2012

年

,

高盛发布报告称，因美国

和加拿大产量大幅增长， 将

2013

年布

伦特原油价格预估从

130

美元

/

桶下调

至

110

美元

/

桶。 从更长的时间来看，布

伦特原油价格在

90

美元

/

桶稳定下来。

该年以来， 高盛逐渐调整了之前坚定

看多原油的建议，逐渐看淡美国原油价

格前景， 并停止了买入

2012

年

9

月期货

合约的建议。

2013

年

2

月，虽然国际原油价格一

路下跌，但

2

月中旬以前的一个月的单

边上涨仍令人瞩目。 其间，高盛发布报

告称，

2013

年一季度全球原油供给仍

将趋紧。

2013

年

1

月

17

日，著名投行高

盛

(Goldman Sachs)

的首席商品策略师

柯里

(Jeff Currie)

指出，布伦特原油期

货的价格在当年夏季可能冲上

150

美

元

/

桶的高位。

实际上，就在

2013

年一季度，做空原

油的投资者都赚得盆满钵满。

有消息人士称，

2013

年

4

月高盛已提

前结算了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上的多头

仓位，为此承受近

16%

的亏损。

事情总不是一直糟糕。 虽然高盛先

生在极端行情中的预测经常显得有些不

太靠谱， 但其预期在多次小行情中仍得

以验证。

2015

年

4

月

7

日欧市盘初， 布伦特原

油期货下跌逾

1%

， 部分回吐隔夜近

6%

的涨幅。 因在此前，高盛集团称，油价需

在数月内保持在低位， 美国产量增长才

可放缓。

目前，仅能从

4

月

21

日的一则公开消

息中对其态度窥探一二———高盛全球自

然资源业务董事长

Brett Olsher

表示，看

淡金属，看多原油。也许年内

40%

的涨幅

又到了高盛在能源市场发声的时候了，

而这次，对于高盛的预测，你是选择相信

呢？ 还是选择不相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