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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调价“维稳” 钢市难言乐观

□本报记者 官平

5月11日， 宝钢股份在连续三个月下

调出厂价后，将6月钢材出厂价政策调整为

平盘为主。这一举动令市场乐观认为，宝钢

作为上市龙头钢企，其对后市信心增强，挺

价意愿明显增加，钢材市场转暖可期。

截至5月12日收盘，上海螺纹钢期货

主力1510合约价格报每吨2391元，日跌

幅逾1%。 分析人士指出，在铁矿石价格

持续下跌背景下， 国内钢厂又开始加大

马力生产，造成供需矛盾恶化，但宽松的

资金环境又有力支撑钢价止跌企稳。 归

根到底，供应过剩、需求不足是引发钢市

“崩塌” 的深层次原因，在供需格局未发

生根本性改变情况下， 钢材市场仍然难

言乐观。

钢市情绪低落

昨日， 普氏能源资讯最新发布的普

氏能源资讯中国钢铁情绪指数（普氏能

源资讯CSSI）显示，尽管市场预期扁材

产品的价格将上涨，但中国5月份的新钢

材订单数量预计将少于4月份。该CSSI指

数在5月份为68.2点（最高为100点）。

普氏报告显示，5月份的指数相较于4

月份的74.7点下降了6.5点，国内钢材订单

量预计将减少，而对出口订单的预期下降

至50点临界线之下。粗钢产量指数的52.0

点表明市场预计5月份的产量将与上个月

基本持平。普氏能源资讯中国钢铁情绪指

数反映的是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一个月的

市场预期。 CSSI指数大于50表明上升或

扩张，小于50则表示下降或收缩。

普氏能源资讯钢铁与钢铁原材料执

行主编Paul� Bartholomew说：“在最新

指数中，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对于长材和

扁材产品价格的预期与上个月相比几乎

有了逆转。我们在4月份看到的对于建筑

钢材（长材）价格的乐观情绪已经在消

失， 但铁矿石价格的回升和需求的小幅

增加支撑着扁材产品的前景。 ”

Paul� Bartholomew补充说：“正如

中国4月份制造数据所表明的那样，终端

用户的需求仍然相当脆弱， 而市场预计

钢铁库存将上升， 这会抑制未来一个月

的价格预期。 ”

宝钢平盘挺价

宝钢近日发布6月平盘出厂价政策，

令市场对后期趋势做出乐观判断。

根据宝钢股份出台的6月份主要钢材

产品价格政策，对热轧、普冷等主要产品

价格均维持不变， 对酸洗基价下调60元/

吨、镀铝锌基价下调50元/吨，对取向硅钢

价格上调300-500元/吨。此前，宝钢股份

3月热轧价格下调100元/吨，4月主要产

品价格下调100-200元/吨，5月热轧、冷

轧等产品价格下调50-100元/吨。

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认

为，宝钢对热轧、冷轧等主流产品出厂价

格在3-5月份连续三个月全面下调，6月

份止跌企稳， 反映出在生产成本上升及

国家不断出台货币宽松政策的形势下，

宝钢对板材后市信心趋强， 以平盘来稳

定市场预期的意图较为明显。

实际上，政策也在为钢材市场“挺

价”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近期国家

密集出台各种财政、 货币等宽松政策，

近半年内央行已三次降息、 两次降准。

在政策累积效应影响下，近期房地产及

相关建筑行业已有回暖迹象， 原油、铁

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近期也出现较明

显的触底反弹。

钢市仍难言乐观

目前来看， 钢材市场还未寒冬中走

出来， 这一点从一季度国内上市钢铁企

业的业绩表现就可见一斑。

相关公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上

市钢企中半数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其

中，重庆钢铁亏损8.29亿元，成为一季

度亏损最严重的钢企。虽然一线钢企表

现略好于二三线相对较小的企业，但总

体业绩均处于下滑状态。 重庆钢铁、马

钢股份、韶钢松山、八一钢铁等十几家

二线钢企亏损额均超过了1亿元。 而鞍

钢一季度净利虽然为1900万元， 但同

比下滑93.36%。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无论是铁矿石还

是螺纹钢期货价格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

上涨，如4月21日至5月11日，螺纹钢期货

指数累计涨幅逾6%。 一些业内人士据此

判断，钢材价格即将走出底部，上行可期。

然而， 目前整体钢市供需情况并未

得到有效改善。业内人士表示，钢企的普

遍颓势与产能严重过剩、 下游用钢需求

下降关系密切。

数据显示，2015年一季度全国粗钢表

观消费量约1.76亿吨，同比下降6.3%。一季

度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7629.18

亿元，同比下降14.48%，总亏损9.87亿元。

另据中钢企统计，一季度亏损的钢企达50

家，占统计会员企业数的49.5%。

不过， 二季度历来是钢铁行业生产

经营的黄金季节。 一些分析人士也表示，

随着气候逐渐转暖， 很多重点工程开工

建设，对钢材的需求会有所上升，有些钢

材品种的价格也会有小幅反弹。

油脂二季度上涨遇阻

基于国内油脂库存较低以

及厄尔尼诺天气的预期，油脂市

场出现一轮反弹： 棕榈油主力

1509合约4月13日以来累计上

涨10.07%；豆油主力1509合约4

月10日以来累计上涨9.77%。 但

近两交易日，利空因素使市场陷

于高位震荡。 昨日盘中，棕榈油

期货和豆油期货均出现跳水行

情，虽然仍以红盘报收，但空头

情绪似乎有所抬头。

马来西亚棕榈油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4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

存为219万吨， 这是去年11月份

以来的最高值， 也高于市场预期

的213万吨。 此外，市场预计美国

2015/2016年度大豆年末库存至

4.38亿蒲式耳， 高于2014/2015

年度3.63亿蒲式耳的估值； 中国

5、6、7月份大豆的到港量预计都

在700万吨以上， 整体油脂油料

市场依然承受供应压力。

广发期货分析师鲍红波指

出，2014年以来国内油脂市场去

库存化成效明显，当前豆油、棕榈

油库存较低， 豆油商业库存只有

62万吨，棕榈油港口库存只有43

万吨，均处于非常低的位置，使国

内油脂现货价格相对抗跌， 油脂

市场呈现外盘弱而国内强的格

局。但国内豆油、棕榈油价格的上

涨刺激国内进口增加的预期，油

脂市场供应并不紧缺。

“二季度全球油脂油料供应

市场依然充裕，油脂市场单边大幅

趋势性上涨仍存在阻力。因国内油

脂库存处于低位，加上厄尔尼诺天

气的炒作以及宏观因素的带动，国

内豆油、 棕榈油的价格将会回升，

进入三、四季度，油脂市场进入消

费旺季， 油脂市场上涨更加容

易。 ”鲍红波预计。（王朱莹）

消费旺季难持续 棉价涨幅有限

□银河期货 陈晓燕 孔旺

近期，棉纺下游接单情况好转、棉纱

库存有所下降， 棉花期货价格也有上涨，

市场对棉纺后市的看法分歧较大。在郑商

所的支持和协助下，银河期货济南营业部

连同纺织事业部进行了一场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今年棉纺行业产成品

库存水平已较去年同期有明显下降，下游

的季节性旺季对销售及原料价格有一定

刺激作用，但棉纺企业仍面临原料供应结

构性矛盾、 进口棉纱抢占市场份额等问

题。 在国家大量储备棉压力下，棉价上涨

空间较为有限，企业普遍认为棉价难以出

现大幅波动，后市以稳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被调研的棉纺企业普

遍关注棉花期货的走势，也多进行过期现

结合的操作。 对于即将上市的棉纱期货，

多数棉纺企业也寄予厚望，希望其早日上

市，以便于规避棉纱的现货风险。

下游消费旺季难持续

调研表明， 目前棉纺市场

接单确实有转好迹象，主要受下

游季节性需求刺激，但这种需求

是阶段性的， 一旦旺季过去，下

游对棉花的大量需求将很难一

直持续。江苏某大型纺织企业是

国内综合实力排名前十的纺织

企业，从过完年到现在，棉纱的

订单有所增加，前期棉纱库存维

持在15天左右。 受年后订单的

刺激，目前棉纱库存增加，主要

为应对后期市场的需求。但是最近一两个星

期，棉纱的出货有所减慢，主要因新订单量

没有跟上。

另一方面，进口棉纱对国产棉纱的替

代作用也影响用棉需求。国内棉纱需求好

转时， 贸易商进口棉纱的积极性明显提

高，今年在季节性消费刺激性下，有的进

口棉纱的船期已经订到六七月份。张家港

某大型棉纺企业是国内棉纺规模排名前

五的纺织企业，该企业棉纱销售负责人表

示，国内棉纱市场的销售旺季差不多到五

月中旬就要过去了，国内棉纱的库存还是

居于高位，所以不看好后市。

与纺纱企业的谨慎相比， 下游家纺

企业对后市的看法要相对乐观。 由于去

年旺季不旺，对家纺企业打击较大，今年

家纺企业普遍保持低库存， 保持自身企

业的现金流。 今年年初的订单骤增，让家

纺企业措手不及， 所以出现短时间之内

大家抢高等级棉纱的现象。 江苏南通当

地最大的家纺企业负责人较看好后市，

认为往后纺织行业的处境会越来越好，

一旦行业信心起来， 那么原料库存压力

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高低棉价分化 机采棉采购量增加

在调研时，我们还注意到，目前市场

上高低棉价格分化现象较为明显，企业反

馈表示，主要由于国内棉花供应和需求环

节出现错位，国内棉纱生产对高质量棉花

的需求较大，而新疆机采棉技术还不够成

熟、质量得不到企业的认可。 有配额的企

业进口美棉、 澳棉等无三丝的机采棉，这

也导致今年进口机采棉基差较大，但毕竟

进口棉配额数量有限， 性价比也因ICE期

棉上涨而降低，在高质量国产手摘棉资源

减少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开始增加对新疆

机采棉的采购，纺织企业对机采棉适应能

力逐渐增强。

由于机采棉杂质高、 短绒率高等劣

势，棉花贸易企业出货不是很好，承受一

定销售压力，但期货市场允许机采棉注册

仓单，近期期棉价格的上涨也给贸易商套

保的机会。

纺织企业对机采棉的态度表现不一，

但普遍认为新疆手摘棉相对新疆机采棉

而言，可纺性能更好，前期采购也以新疆

手摘棉为主。 浙江某纺织企业是国内知名

的色纺企业， 在新疆和国外都有纺织厂，

目前原料库存大约维持在3个月之内，棉

纱库存维持在20天左右，该企业原料采购

负责人认为，后期新疆手采棉的价格会坚

挺一些，机采棉的价格会随着库存压力的

显现而继续疲软。 山东德州某棉纺企业是

国内百强棉纺企业， 纺纱规模达百万锭，

纱线库存目前维持在1个月之内。 该企业

前期采购的全部是新疆手摘棉，但随新疆

手摘棉现货的减少，现在以新疆兵团的机

采棉为主，地产棉基本上不采购。 该企业

负责人认为，后市棉花现货难以出现大涨

大落的现象。

也有纺织企业表示，后期要是棉纱订

单不能持续的话，那么纺织企业对新疆棉

的采购热情也会减少。高等级棉花缺少促

使纺织企业加大对机采棉的适应程度，以

后机采棉会是市场的一个主流。

PVC止跌上扬 短期料区间震荡

□本报记者 马爽

4月29日以来， 大连PVC期货延续阴

跌行情。不过，昨日一改连跌行情，逆势上

扬。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库存减少及现货

企业报盘上涨，带动下游接货情绪有所好

转支撑期价放量上行。 不过，由于目前基

本面仍多空交织，预计后市期价有望以区

间震荡走势为主。

利好刺激期价放量走高

周二，PVC主力1509合约低开高走，

开盘报5770元/吨， 收盘报5840元/吨，涨

75元或1.3%。同时仓量齐升，成交量、持仓

量分别增加6444手、114手至15504手、

29110手。

“昨日PVC期货放量上行，主要是受

库存减少及现货企业报盘上涨，带动市场

下游接货情绪有所好转。 ”瑞达期货化工

研究员黄青青表示。

不过，此前期价则呈现出“八连阴” 。

黄青青认为，受供应过剩及美元反弹影响，

本月以来国际原油出现回调， 再加上PVC

上游原料电石供应量逐步稳定及乙烯供货

增多，价格均出现回调，导致对PVC成本支

撑减弱。 此外，虽然现货市场货源不多，生

产企业报价稳中有涨， 但下游对高价原料

采购积极性不足，市场成交阻力增加，拖累

近日PVC合约呈现出高位回调走势。

不过，消息面上仍存利好消息。 数据

显示，截至5月8日，华东和华南地区PVC

总库存降至24.3万吨左右，基本处于合理

水平，据不完全统计，华南地区PVC库存

降至6.35万吨上下。

后市有望区间震荡为主

“目前主导PVC期货价格走势的影

响因素主要还是供需之间的博弈，以及上

游原料价格对PVC成本方面的支撑。 ” 黄

青青表示，从装置检修状况来看，进入5月

中下旬，国内PVC部分生产企业逐步申报

检修，申报企业检修的主要有黑龙江昊华

集团、东兴化工、新疆中泰、河南平顶山神

马、唐山三友、新疆天业等，再加上在4月

底停车的山东阳煤恒通集团， 预期5月份

企业如期检修影响的产量在4.3万吨左

右， 国内PVC开工率在5月份整体有所下

降，供应面的减少，预计对PVC市场暂时

起到一定支撑作用。

此外，下游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是拉

动PVC消费的重要因素。 黄青青表示，今

年房地产行业迎来政策利好期，央行降息

利好房地产市场， 增加房地产下游需求，

对PVC短期或有小幅提振。但随着夏季来

临，需求面将逐步转淡。 上游原油供应过

剩难以缓解，限制油价上行幅度，且在电

石乙烯供应宽松背景下，对PVC成本支撑

力度或有限。

对于后市，黄青青认为，目前PVC期

货基本面多空交织，后市有望以区间震荡

走势为主。 技术面上，短期内PVC1509合

约有望上方测试6100元/吨关口附近压

力，下方测试5500元/吨附近支撑，预计后

市维持在5500-6100元/吨区间运行。

焦煤焦炭料将维持低位震荡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昨日，焦煤、焦炭双双下挫，焦煤、焦

炭主力合约分别下跌

1.46%

、

1.88%

，分别

收报

674

元

/

吨、

915

元

/

吨。分析人士认为，

2015

年

3

月份以来，焦炭开启了新一轮大

幅下跌的走势，下游需求不振、库存高企

使得价格不断创新低， 虽然多地焦化企

业联合挺价， 但是难以改变目前产能过

剩的大格局，后市难言乐观。

万达期货焦煤焦炭研究员狄栋红认

为，期货市场经历了

3

月的大幅走低格局

后，

4

月份企稳低位震荡， 焦炭持仓大幅

上涨，交投逐渐活跃，多空博弈激烈，预

计这一格局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从交割的角度看， 截至

5

月

12

日收

盘， 焦炭

1505

合约最新价格

800.5

元

/

吨，

远低于目前主力合约

1509

的价格（

5

月

12

日收盘价

915

元

/

吨），焦炭盘面价格下跌

的空间仍然较大。 ”狄栋红表示。

现货市场方面， 国内焦炭市场自年

初下跌以来，已连续下跌长达

17

周。

17

周

中， 河北及山西地区焦炭累积下跌

180

元

/

吨左右， 山东地区更是下跌超过

200

元

/

吨。 目前唐山地区二级焦到厂在

860

元

/

吨，准一级在

930

元

/

吨。

卓创资讯焦炭分析师张源表示，下游

钢材市场近期盈利情况出现明显好转，且

焦炭价格跌入历史低点，市场挺价情绪明

显增加。 目前来看，钢厂方面焦炭采购价

也趋于谨慎，

5

月以来，仅河北钢铁焦炭采

购价下调

30

元

/

吨，基本是对市场补跌，江

苏南部等其他地区个别钢厂采购价回落，

幅度在

10-20

元

/

吨，其他地区则僵持整理

为主，波动空间暂时不大。

从现货运行逻辑上，张源分析认为，

后期来看， 下游钢厂方面

5

月份钢材排

产量较

4

月份有所提升， 或对焦炭市场

有一定提振出现。 同时，因前期焦企限

产力度较大，焦企库存压力较前期也有

明显回落，焦企心态有所好转。 另一方

面，焦企目前仍以亏损居多，山西地区

焦企吨焦平均亏损仍达

60-100

元

/

吨左

右， 山东地区焦企也面临

50-60

元

/

吨亏

损， 焦企价格继续下调意愿不大。 “因

此， 预计焦炭市场

5

月份或僵持整理运

行， 价格方面仅局部零星小跌。 但另一

方面，钢铁其他原料矿石价格大幅上扬，

钢厂利润空间受到打压， 或也将继续对

焦炭市场形成压力， 焦炭市场后期也难

有回暖上涨空间。 ”

狄栋红认为， 虽然后市价格下跌的

概率较大， 但是目前的价格已经跌破很

多焦化企业的成本线或者接近成本线，

部分焦化厂已经停产， 因此虽然受制于

产能过剩因素的影响， 但是后市价格下

跌幅度有限。不过，结合近期的近期宏观

经济状况， 下游钢材市场同样面临着产

能过剩的问题， 焦炭的价格也不会出现

大幅反弹的走势。 因此， 未来一段时间

内， 焦炭价格走势会以低位区间震荡走

势为主。技术上，建议投资者在布林通道

内做波段交易，获利及时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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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 间： 2015年 5月 17日（星期日） 14：00-18：00

地 点：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祁门路 1799号合肥市泓瑞金陵大酒店四楼报告厅

主要内容：《2015年下半年证券市场宏观形势分析》、《二季度投资策略及六大板块热点》、《“新常态”下投资

理财新趋势》和《上证 50、中证 500股指期货品种简介及套利策略分析》

公司网址： www.cfc108.com��预约及咨询电话：0551-62889487，15856945849

诚信赢得客户

服务创造价值

2015年金融市场投资策略报告会2015年金融市场投资策略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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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32 1103.44 1092.04 1094.05 -7.31 1096.72

易盛农基指数

1191.17 1191.17 1180.48 1180.48 -10.2 11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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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5 68.62 0.13 0.19

农产品期货指数

896.36 889.93 898.20 888.19 897.09 -7.16 -0.80

油脂指数

589.71 587.51 592.20 584.74 589.48 -1.97 -0.33

粮食指数

1353.75 1338.40 1356.52 1336.73 1355.51 -17.11 -1.26

软商品指数

852.54 848.09 854.31 845.37 854.08 -5.99 -0.70

工业品期货指数

746.23 742.09 748.88 741.12 747.38 -5.30 -0.71

能化指数

713.29 708.59 717.80 707.03 714.75 -6.16 -0.86

钢铁指数

480.63 474.34 482.57 473.44 480.73 -6.38 -1.33

建材指数

585.61 579.94 586.59 579.80 585.99 -6.05 -1.03

玉米淀粉上涨可持续

今年年初以来，玉米淀粉价

格出现一波较为强劲的反弹，近

期于高位震荡。 但分析人士认

为， 下游补库存或抬升玉米价

格，从而支撑玉米淀粉价格进一

步反弹。

2014/2015年度全国玉米

产量为2.15亿吨，较上一年度小

幅 减 产 200 万 吨 左 右 ，

2014/2015年度全国临储玉米

收储量为8329万吨， 储备玉米

超过1.6亿吨。 临储拍卖节奏将

决定未来2-4个月国内玉米价

格走势。

2014/2015年度高层取消

了“北粮南运” 运输补贴政策，

南方玉米价格持续明显大幅高

于进口高粱大麦价格，高粱大麦

进口量暴增，直接减少了玉米需

求量。国家充分考虑去年由于临

储量偏大情况，2014年11月开

始尝试性抛储，2015年4月份再

次启动抛储，打消市场过度看涨

氛围。但随着后期下游行业库存

基本告罄，成交量将获得明显好

转，支撑玉米价格反弹。

“如果在6月份结束前，临

储抛储累计成交无法达到2000

万吨，玉米价格极为容易出现阶

段性上涨。 ”农产品集购网研究

员林国发认为，未来一个月淀粉

上涨概率较大。

他表示，3月中下旬淀粉价

格持续走低，5月初， 山东地区

淀粉价格跌破3000元/吨，淀粉

加工已经出现小幅亏损，而吉林

和黑龙江出现亏损已经出现一

个月左右。 5月中下旬淀粉下游

行业逐步进入需求旺季，特别是

淀粉糖行业，需求增加及产品价

格上涨，支撑了企业可承受更高

的成本压力。 （王朱莹）

双粕深幅调整 短期料陷震荡

昨日， 双粕主力1509合约

双双出现深幅调整。 豆粕1509

合 约 全 日 下 跌 44 元 / 吨 或

1.61%，收报2688元/吨，持仓量

明显增仓14.97万手至425万手，

菜粕1509合约全日下跌34元/

吨或1.52%，收报2205元/吨，减

仓4.73万手至167万手。

现货方面，沿海豆粕主流报

价集中在2800-2900元/吨，较

上一交易日下调10-20元/吨，

各 地 菜 粕 报 价 集 中 在

2220-2330元/吨， 较前一交易

日波动10-20元/吨。成交方面，

豆粕成交为12.5万吨。

4月13日以来，COBT大豆

出现小幅反弹， 反弹幅度为

2.29%。 在此支撑下，国内豆粕期

货也出现反弹， 但昨日的调整吞

噬了大部分反弹。“CBOT大豆

价格走势仍然符合我们的判断，

即在面积报告公布后，短期内市

场利空出尽， 价格下跌空间有

限。 内盘豆粕率先跌破支撑，我

们认为空方的逻辑是阿根廷集

中卖货、国内供应压力大而需求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季节性好转。

但是若CBOT大豆价格并不跟

随下跌，则国内不具备深跌的条

件。 ” 中粮期货研究院指出。

不过，永安期货分析师吴小

明则持相反观点。 他认为，5-8

月份美豆处于种植和生长阶段，

天气不确定性因

素会吸引资金进

行炒作，有可能推

升盘面 。 但是 ，

2014/2015 年 度

全球大豆高企的

期末库存累积到

2015/2016年度 ，

全球大豆供应维

持宽松。 国内方

面，5-7月份大豆

到港量大（2250万吨以上），国

内豆粕的供给压力大，养殖需求

处于缓慢恢复期；因此可等待反

弹择机沽空豆粕。

国泰君安期货分析师王智力

指出， 菜粕现货一直处于弱势格

局， 在本轮期货反弹的过程中一

直处于弱势整理， 而期货近期的

上涨主要是针对外盘天气炒作的

预期以及国内新季菜籽的减产炒

作展开， 但是不幸的是这些题材

没有得到发酵， 在现货不跟涨的

情况下，出现回落也在情理之中。

他认为，目前菜粕的基本面

依旧偏弱 ， 供给端在豆粕 、

DDGS的冲击下， 仅剩水产刚

需， 沿海菜籽库存有累积的趋

势，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新年度菜

籽上市，产量的再度减少加上菜

粕销售定价政策或将为菜粕

1509合约带来一定的支撑。

“后期在外盘没有出现特

大利空的前提下应该还是震荡

区间的走势，区间参考2150元/

吨至2300元/吨。 逻辑上主要是

目前菜粕现货基本面较差，虽然

有消费旺季的预期，但在粕类中

的性价比较低， 替代较为严重，

另一方面， 国产菜籽上市在即，

减产以及政策上的利多依旧存

在，因此不宜过分看空，后市出

现震荡整理的走势可能性较

大。 ” 王智力说。 （王朱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