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因素压制 塑料走势难言乐观

□徽商期货 叶晗

近期， 塑料走势逐渐趋稳，

盘面横向震荡，波动区间也维持

在9300-9500点之间。 消化了5

月低迷的利空氛围，6月初的塑

料期市相对平静。 6月8日，塑料

行情急转直下， 上方9500点遇

阻后快速下拉，最低至9300点。

由此看塑料主力1509整体趋势

仍然偏弱。

首先，原油走势不稳，市场

预期仍不乐观。国际原油近期表

现也并不尽如人意，价格上下都

没有明显突破，5月以来WTI原

油都是围绕60美元上下波动。

最近一个热点也是OPEC会议

就下半年生产目标的讨论。 6月

5日会议结果出来，OPEC宣布

下半年将维持产量不变，而且不

论是OPEC最大石油生产国沙

特阿拉伯还是伊朗、 伊拉克、利

比亚都表示计划增加今年原油

产量。原油生产国大力扩张生产

似乎是在为原油年内需求旺季

来临做准备，但全球原油市场仍

然供应过剩，增产无疑会加重产

量库存压力。最新一期的EIA库

存减少194万吨，为连续第五周

下降，但因为市场担忧伊朗在未

来扩大原有出口等利空影响，导

致EIA的减产利好得不到发挥。

其次， 现货价格稳步下调，

没有出现上行动力。 5月底因为

市场出货情绪的短暂恢复，现货

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上扬，国内

现货价格重心都在10000元/吨

以上，随后因为市场根据供需情

况的分析对6月没有乐观预期，

石化开始下调价格。 截止到6月

8日，国内主流报价低至9550元

/吨， 主流价格区间也只在

9700-10000元/吨。 所以现货

市场上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下跌

趋势。尽管现货价格下调没有带

动期价下行，但以价格关联性来

分析，期价并没有上行动力。

最后，6月检修零星， 库存

出现明显回升。 目前在4、5月集

中检修的独山子石化四条装置

线以及吉林石化等都恢复开车。

浩浩荡荡的石化装置检修大潮

也可宣告结束。 6月计划检修的

装置线也只剩下零星几条，主

要集中在大庆石化以及茂名石

化和齐鲁石化。 这其中线性相

关停车装置产能也只有70万

吨，对产量的影响并不大。 也正

是因为大规模装置检修的恢复

提升开工率， 产量的压力也逐

渐上升。 当前国内四大地区的

石化开工率已经达到91%的高

位，且6月第一周国内聚乙烯库

存就出现明显的增长。 这一周

库存总量较5月底增加了1.6万

吨，涨幅接近5%。正是因为市场

看空氛围的围绕，导致下游货源

采购偏谨慎。

综上，虽然塑料期价走势在

近期表现不突出，但各方影响因

素均为利空。 在此氛围下，塑料

价格向上突破难上加难，因此中

长线格局仍不乐观，短线塑料价

格有望跌破9300点。

A15

■ 责编：王超 电话：

010－63070401 E-mail:wangjiao8896@163.com

■ 2015年6月9日 星期二

商品/期货

ommodity·Futures

C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2015

年

6

月

8

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2015

年

6

月

8

日）

海通期货“笑傲江湖”实盘精英大赛

中美重磅数据云集

大宗商品迎来新一轮洗礼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本周，一系列国内外数据将继续拉

开5月经济的面纱： 继昨日中国进出口

数据率先亮相后，5月通胀及工业、投

资、消费数据将分别于周二、周四登场。

海岸的另一边，美国LMCI、零售销售、

PPI及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

据也将于本周陆续出炉。中美多宗重磅

数据并发，大宗商品市场将迎来新一轮

暴风雨洗礼。

中国经济数据密集登场

周一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多数下跌，

除甲醇、玻璃、沪铜、沪镍、沪锡外，国

内工业品期货几乎全军覆没。分析师认

为， 中国5月份进出口数据双双回落是

诱因之一。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5月美元

计价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5%， 进口同

比下降17.6%； 当月贸易顺差扩大至

594.88亿美元。

其中，进口数据为连续第七个月持

续下跌，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消费继续萎缩。出口数据连续第三个月

呈下滑态势， 跌幅低于预期。 5月份进

出口额为2月以来最大跌幅， 显示5月

中国经济仍未起色，594.88亿美元的贸

易顺差为月度贸易顺差有记录以来的

高位水平。

浦发银行周一分析称，海外经济低

速复苏使中国出口数据有所企稳，但进

口数据在上年低基数下跌幅扩大，反映

国内投资前景依然黯淡。

“根据5月份已公布的欧美经济数

据， 预计欧元区在一季度经济反弹后，

可能重新放缓，而美国经济复苏动能也

需要观察， 考虑到偏强的人民币汇率，

预计未来中国出口增速大幅回升概率

不大。 而进口的下滑更令人担忧。 ” 浦

发银行认为。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今年以来，我

国原油、 粮食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

增加， 铁矿砂、 煤、 成品油进口量减

少，主要进口商品价格普遍下跌。重要

大宗商品进出口数据方面，5月原油进

口下降10.9%、铜材进口下滑6.4%。经

济下行压力依旧严峻， 此前年内祭出

的两次降息及两次降准政策均未明显

奏效。 本月稍早公布的中国5月官方

PMI创六个月高位、 汇丰制造业PMI

继续萎缩、 官方非制造业PMI创六年

低点，显示中国经济弱中趋稳，整体仍

处偏弱格局， 需更有力的稳增长政策

提振。

5月5日，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

贸易形势报告 （2015年春季）》 中表

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贸可能保持

中低速增长。

接下来， 市场看点将集中于本周

二、 周四即将公布的5月通胀以及工

业、投资、消费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

市场信心再迎考验。

海通证券预计，5月工业增加值或

同比增长5.6%；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或为10.3%；5月消费稳中趋降，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料降至9.2%；5月地

产投资增速料为1.7%。

美数据或引加息热议

美联储就业趋势指数（LMCI）

一般于美国劳工部公布非农数据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公布。 因此，继上周五美

国劳工部公布非农数据后，6月就业趋

势指标（LMCI）的面世，将为美国劳

动力市场复苏情况提供更多依据。

就业趋势指数（LMCI）是美联储

基于19个指标综合而成的一个模型，

失业率和非农私企就业人口数据的权

重很高，是一个变化值而非水平值。 指

数作为劳动力市场参考指标， 于去年

10月6日北京时间22:00首次公布。

上周五，美国劳工部 (DOL)公布的

报告显示，5月非农就业岗位增长28万

人，创年内最高升幅，且薪资增长也加

速，表明经济动能充沛，或增加美联储

在9月加息的概率。

报告公布后，美元指数盘中暴涨百

余基点至96.89高位，受此影响，非美货

币全线回调，大宗商品多头亦遭遇致命

一击。 此番LMCI数据与非农就业数据

的一致性，将决定商品多头是被继续踩

在脚下，还是获得一线生机。

美联储主席杜德利上周五表示，预

计美联储有可能在今年稍后升息，但只

有在经济增长从上半年的疲弱态势中

复苏，且反映就业市场疲势的指标出现

更多改善后才会升息。

来自5月的消息并不会就此打住，

更加重磅的讯息将在本周最后两个交

易日兴风作浪。在上周五杜德利言称美

联储加息将取决于经济数据后，本周经

济数据的好坏将为美联储加息时间提

供更多有力依据。 本周四美国5月零售

销售数据的出炉、周五美国5月PPI及6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公布，

已经开始牵制商品市场内多空的步伐，

在谜底揭晓之前双方都将比平时更加

小心翼翼。周一纽约黄金指数交投区间

大大收敛。

数据显示，截至周一 (6月8日)黄金

持仓总量为708.70吨，较前一个交易日

减持1.19吨。 全球最大的白银ETF———

iSharesSilverTrust截至周一 (6月8日)

白银持有量为9940.95吨， 较前一个交

易日减持44.58吨。

分析人士预计，三大数据均处上升

通道：本周四公布的美国5月零售销售

可 能 反 弹 至 1.5%（较 4 月 增 长

0.6%），因汽车销售增长7%，及季节

转暖和劳动力市场改善带来的支撑；5

月生产价格指数 (PPI)可能增长0.3%，

核心PPI指数可能增长0.1%， 因4月

PPI基数受阶段性因素贸易服务利润

以及油价下跌等拖累；6月密歇根大学

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可能从 5月的

90.7反弹至93.0。

多位受访的研究人士认为，5月靓

丽的非农报告使市场有了足够理由再

次探讨美联储是否在6月末加息， 仅看

就业数据的话很有可能，但若同时参照

其他数据， 美国5月零售销售报告尤为

重要， 如果美国5月零售销售增加逾

1.5%，将更有利于美联储加息。 届时，

大宗商品市场又将风起云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周三晚间

美国农业部6月供需报告， 也将是袭向

本周商品市场的一大“数据炸弹” 。 除

2月下旬的强势反弹行情外，2015年以

来美豆市场可谓一蹶不振。 分析师预

计，美国2015/2016年度大豆年末库存

量为4.87亿蒲式耳， 全球2015/2016年

度大豆年末库存为 9600万吨， 低于

USDA上月预估的9622万吨。

库存由降转升 钢价弱势难改

□本报记者 官平

上周螺纹钢期货价格先涨后跌，总体

波动幅度依然较窄，市场趋弱态势逐步显

现。上周进口矿价涨至本轮反弹以来的高

点， 对螺纹钢期货走势形成较强支撑，但

螺纹钢现货市场持续阴跌，多数地区价格

已跌破年内低点，螺纹钢期货相对于现货

已大幅升水。

分析人士表示，在市场转入消费淡季

的情况下， 短期现货下跌趋势依然难改，

对期货走势将形成明显抑制，预计短期钢

材期货走势将偏弱整理。

钢铁现货交易平台———西本新干线

综合库存监测数据显示，沪市螺纹钢库存

总量为30.4万吨，较前一周减少0.15万吨。

综合来看， 沪市建筑钢材库存总规模为

42.72万吨，较前一周减少0.83万吨。

数据显示，全国35个主要市场螺纹钢

库存量为623.2万吨，增加2.4万吨，增幅为

0.39%。而从全国线材、螺纹钢、热轧板卷、

冷轧板卷、 中厚板五大品种库存总量来

看， 全国综合库存总量为1289.4万吨，减

少3.9万吨，降幅为0.3%。 总体来看，全国

钢材库存量连续第13周出现下降，累计降

幅达到20.64%， 目前的市场库存水平较

去年同期下降7.33%。

需要指出的是， 螺纹钢库存量在连

降12周后首次出现回升， 反映出下游需

求相当低迷，库存进一步下降困难，钢价

走势承压。

近期钢铁与铁矿石走势可以用冰水

两重天来形容。铁矿石价格以普氏62%铁

矿石指数为例，截止到6月5日，其价格为

64.75美元/吨， 较4月1日的48美元/吨累

计上涨16.75美元/吨，累计涨幅达34.9%；

钢材价格以西本钢材指数为例， 截止到6

月8日，其价格为2300元/吨，较4月1日的

2590元/吨累计下跌290元/吨， 累计跌幅

达11.2%。

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表示，

矿钢表现的迥异，使得国内钢铁企业全面

转入亏损局面，多数企业平均亏损幅度达

到100-150元/吨。 迫于成本压力，近期钢

厂开工率整体有所下降，不过总体看相对

于供应减少，近期需求萎缩的力度更加明

显， 近几周市场库存下降已显得越发艰

难，整体市场供应压力仍存。

据海关最新数据，2015年5月份我国

出口钢材920万吨， 较上月增加66万吨，

同比增长14%；1-5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4352万吨，同比增长28.2%。 5月我国进口

铁矿石7087万吨， 较上月减少934万吨，

同比下降8.41%；1-5月我国累计进口铁

矿石37807万吨，同比下降1.1%。

对此，邱跃成表示，在国内订单压力加

大以及国内外价差维持较高水平的情况

下，国内钢铁企业仍以积极扩大出口为主，

我国钢材出口量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对

缓解国内供应压力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

同时，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我国铁矿石

进口量均同比下降，1-5月份铁矿石进口

累计数更是历史上罕见出现同比下降，结

合国产矿同比大幅下降的因素， 国内铁矿

石市场供应出现较明显下降， 这也是近两

月铁矿石价格持续走强的主要原因。

邱跃成预计， 近期矿价持续走强，以

及钢厂减产检修出现增多，对钢价走势将

形成一定支撑。 不过在投资增速持续下

行的局面下， 当前国内钢市需求相当疲

弱，华东地区梅雨季节的到来，将加剧市

场整体需求疲弱的局面， 市场去库存化

进程明显放缓。 短期国内钢价弱势下行

的趋势依然难改。

大商所完成第二次

期权业务全市场测试

□本报记者 王超

6月6日， 大商所顺利完成

了第二次期权业务全市场测试，

此次分时段对期货业务和期货

（有夜盘） 与期权业务分别进

行了测试。 155家会员的195个

远程席位和134个场内席位参

与了测试。 从两次测试效果看，

会员和软件开发商参与测试积

极性高， 通过测试检验了交易

系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同时

也使参与人员进一步熟悉了期

权交易和业务流程。 据了解，此

次全市场测试结束后， 交易所

系统恢复原有接口、暂不升级。

为确保期权业务安全稳健开

展， 下一步交易所将与软件商

和会员单位一起重点推动会员

柜台系统的优化。

铁矿石供需短期偏紧

□本报记者 王朱莹

5月中旬以来，短暂反弹的铁矿石期货

价格进入上涨乏力、 下跌存支撑的夹板行

情。 分析人士认为，从长线看，矿石因供应

过剩而熊市不改， 但短期存在结构性供应

缺口，存在反弹可能。

2015年5月， 我国铁矿石进口环比

下跌934万吨，同比下降8.41%。 港口库

存 5月份累计下滑 1400万吨至 8300万

吨，按照粗钢产量折算，当前港口库存

可用天数不到30天， 逼近2010年以来

最低点。

华泰期货分析师许惠敏指出， 国内货

源紧张格局下， 普式指数6月份以来维持

高位震荡，5日报64.5美金。 然从长期基本

面来看，矿市年度供应增量仍会如期释放，

矿市长期熊市不改， 多单追多情绪不高。

1510合约期价两次触及450元/吨压力位

后震荡回调。 450元/吨折合美金价不过57

美元。

目前，矿市供需短期偏紧，港口库存低

位，现货高位震荡。 但许惠敏认为，从后市

转变来看，潜在供需演变方向偏弱。 供应

方面， 上周港口到货量开始增加。 需求

方面， 钢厂亏损情况增多， 小钢厂已有

100-200元/吨亏损。 需求弱势下，钢厂面

临减产风险。

“供需基本面未改， 结构性强势下

矿市短期维持震荡。 后市有一定回调压

力，但需要等待现货端缓慢配合。当前期

价贴水幅度已超过60元/吨，处于期货上

市以来高位。终端需求过于疲弱，螺纹升

水并不可靠。 空单可考虑多布局螺纹。 ”

许惠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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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3 67.94 0.09 0.13

商品期货指数

787.55 785.98 789.91 785.23 787.11 -1.13 -0.14

农产品期货指数

873.39 870.09 875.68 868.60 872.76 -2.67 -0.31

油脂指数

585.39 581.27 587.47 580.22 583.90 -2.62 -0.45

粮食指数

1284.23 1279.53 1287.92 1275.55 1284.03 -4.51 -0.35

软商品指数

847.20 847.93 849.08 846.26 848.13 -0.20 -0.02

工业品期货指数

719.08 718.49 721.61 717.17 718.27 0.22 0.03

能化指数

692.82 687.30 696.21 685.54 691.53 -4.23 -0.61

钢铁指数

470.01 468.56 470.11 467.23 469.96 -1.39 -0.30

建材指数

568.24 567.25 568.86 566.42 568.86 -1.61 -0.28

点评：成立于

2009

年的大连富利投资团队由多位金融行业高管、

私募机构骨干和交易所核心技术人士构成， 成员均具备

10

年以上金

融从业经验。公司于

2013

年正式成立，

2014

年上半年成功备案成为中

国基金业协会会员单位，

2015

年成为大连基金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富利投资将多年交易实战经验与程序化模型相结合， 开发出高

频、对冲、跨国内外证券期货市场等多种盈利模式，是北方地区一支

极具影响力的金融量化交易团队。 投资团队实现了基于

CTP

、 金仕

达、恒生等交易接口，利用

C++

、数据库等基础语言搭建独立平台，实

现从高频到跨平台等各种策略的精准交易运行。

其在海通期货长期业绩鉴证平台的展示账户“富利投资”自

2015

年

1

月至今，绩效曲线以

45°

的角度平滑上升，以收益率

25.6%

和仅

-

2.6%

的最大回撤稳步前进。 这个数字或许并不惊艳，但平滑的绩效

曲线似在宣示———复利的稳健增长才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个

成绩得益于海通期货过硬的基础条件， 使得我们的策略可以平稳运

行，其次我们在业绩鉴证平台上运用的量化高频策略比较成熟。 ”执

行合伙人李嘉说道。

公司

3

位合伙人均是经验丰富的金融业界人士，彼此互补———李

嘉主攻量化交易，兼顾公司管理；李一军擅长趋势交易，拥有

20

年从

业经历，管理过亿资金并实现长期稳健盈利；徐晓东专攻短线，

2002

年进入期货市场，

2008

年至今连续

7

年资产管理收益率超过

100%

。

目前公司已成功发行

18

只产品， 其中

14

只私募产品，

4

只对冲策

略公募基金专户，产品均实现正收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趋势型产

品富利步步为盈

1

号自

2014

年

8

月份发行至今， 已经实现

6

倍的收益；

富利步步为盈

6

号今年

4

月份发行至今净值达

1.74

； 高频和对冲产品

均控制在

2%

以内的回撤，收益稳定在

20-30%

。（海通期货 肖小珊）

中国“油胀” 将压制国际油价

□本报记者 官平

受限储备能力，5月中国原油进口量

环比骤降23%。 分析人士表示， 在中国

经济疲软和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压

力之下，能化业对原油需求低迷，恐压

制当前国际油价。 截至记者发稿时，交

投最为活跃的纽约原油期货7月合约报

每桶58.74美元。

中国“发动机”吃不下

中国5月原油进口环比大幅下跌，同

时成品油进口及出口均下降。 数据显示，

中国5月进口原油2324万吨， 较上月的

3029万吨下降23.3%。

对此， 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隋晓影

表示，5月份中国原油进口环比大幅下

降，一方面由于4月份进口大增导致环比

基数较大， 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去年油

价大幅走跌之际国内加速战略原油储

备，而至今年年初，国内石油战略储备罐

已接近满仓， 一期和二期战略石油储备

库已接近容纳极限， 而三期工程正在建

设中，尚未投入使用，因此未来国内原油

进口步伐将有所放缓。

新湖期货分析师姚瑶也表示， 去年

5-6月进口量也出现了一定的下滑，5-6

月份通常为国内炼厂装置检修的高峰期，

炼厂对原油的需求量通常有所下降，而目

前国内原油商业库存处于高位，且自去年

下半年原油价格下跌以来，国内一直在大

量进口原油建设储备库存，目前战略储备

空间可能已经有限。

而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国， 中国原

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0%， 进口量下滑将

加大原油市场整体的供应过剩局面，同

时各产油国的市场份额之争也将继续加

大市场的供给压力并使得油价长期处于

较低水平。

姚瑶表示， 目前国内进口原油中

一半以上来自于中东地区，5-6月以

后中东原油出口国的自身原油需求将

达到季节性高峰， 对外出口能力有所

下降， 此前曾有沙特拒绝满足中国额

外需求的新闻。总体来看，国内炼厂检

修导致的炼厂需求下降、 原油储备空

间下降以及夏季中东原油出口减少等

多方面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国内原油进

口的减少。

或压制国际油价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在5月中上旬的

短期能源展望中预测，中国依然是非经合

组织国家消费增速的主要来源，尽管今年

中国的原油日均需求量将增加32.8万桶，

但却是2010年以来增量的最低水平，

2014年日均需求增加为37万桶。消费增速

下降这点在中国5月的原油进出口数据上

也得到了充分反应。

分析人士表示， 在目前全球原油供

应过剩的背景下， 全球需求增速不足以

消化原油供应增速， 因此原油整体仍将

弱势运行，WTI主力短期难以有效突破

60美元/桶。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

勇表示，从5月份进出口数据来看，5月份

进口整体大幅下降17.6%， 其中煤炭、石

油等大宗商品原材料进口下降是主因。

结合发电量数据， 因此可以推断出中国

制造业放缓。 从原油进口来看，5月当月

进口环比大幅下降23%， 一方面是中国

旺季制造业回暖不及预期， 另一方面可

能是4月和5月油价反弹导致国内原油进

口需求受到抑制。

程小勇预计，国家战略储备可能对原

油采购力度有所下降。 因此，当前60美元

左右的油价水平难以刺激经济表现疲软

的中国进口需求， 除非油价再次大幅下

跌。 而从国际上来看，欧美经济复苏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进口下滑的缺口，但

是鉴于OPEC维持3000万桶/天的产出配

额不变，以及美国页岩油成本下降，预计

油价有可能在夏季传统消费旺季情况下

逆季节性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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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00 1084.17 1079.79 1081.37 -3.22 1081.57

易盛农基指数

1163.31 1163.70 1158.03 1159.96 -3.93 1160.40

2015年度鉴证排名

2015-3-2至2015-12-31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成冠投资（激进）

135.6 145.8% 1.65E+08

2 chenyx 117.9 136.7% 1.39E+08

3

成冠投资（稳健）

91.4 213.4% 90885757

4

成冠财富

2

号

80.6 126.5% 63271128

5

贪食蛇

45.7 211.2% 5535063

6

福建莆田东风投资

42.9 179.6% 10937818

高频组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贪食蛇

45.7 211.2% 5535063

2

福建莆田东风投资

42.9 179.6% 10937818

3

永汇投资

15.2 292.7% 1452907

战队组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金融小将

19.4 81.9% 9351790

2

百年战队

9.3 95.6% 2112934

3

天下无忧

6.7 65.7% 1387009

马拉松组排名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成冠财富

338.0 665.8% 1.28E+08

2

成冠投资（稳健）

313.8 905.2% 2.21E+08

3

贪食蛇

180.4 919.7% 18272328

4

槜李姑苏

165.3 698.8% 1.11E+08

5 chenyx 162.3 250.9% 1.71E+08

6

成冠投资（激进）

150 102.3% 1.69E+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