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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2015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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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7 62.08 -0.31 -0.50

商品期货指数

719.55 714.47 720.92 714.23 719.76 -5.30 -0.74

农产品期货指数

829.86 824.16 830.84 823.95 831.23 -7.07 -0.85

油脂指数

533.40 529.59 534.88 528.85 534.72 -5.13 -0.96

粮食指数

1276.60 1268.30 1277.71 1266.31 1278.60 -10.31 -0.81

软商品指数

792.67 787.20 793.26 785.71 793.16 -5.97 -0.75

工业品期货指数

629.89 626.03 631.69 625.65 629.73 -3.70 -0.59

能化指数

572.64 566.68 574.35 566.51 572.92 -6.23 -1.09

钢铁指数

381.68 379.71 384.07 378.47 381.66 -1.96 -0.51

建材指数

466.95 463.78 469.82 462.88 467.16 -3.38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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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63 1016.46 1007.30 1008.67 -12.90 1011.74

易盛农基指数

1103.80 1109.09 1098.61 1099.74 -9.53 1099.27

中国数据周 大宗商品筑底添变数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周一， 国内大宗商品市场除玻璃、焦

煤、沥青等品种外普遍收绿，其中，橡胶期

货领跌，主力合约收于每吨11365元，较前

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2.74%；多数品种收出

1%到2%的跌幅。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市场

持谨慎看空情绪， 主要由于周一公布的中

国三季度GDP增速数据较弱但符合预期，

稍后揭晓的其它中国经济数据将继续指引

大宗商品市场走向。

谨慎看空情绪弥漫

作为世界需求大国， 中国经济数据对

大宗商品走势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引意义。

昨日备受关注的中国经济三季报公布。 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三季度GDP同比增幅

为6.9%， 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系官方首次以分季方式核算的GDP数据。

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8777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

这与此前市场预测较为一致。 中国社

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NAES)9月29日发布

的研究报告认为， 三季度中国经济总需求

下降，GDP预计增长6.9%左右。

兴业证券认为，从固定资产投资来源来

看，9月整体投资的信贷来源单月同比转正，

其中房地产领域的信贷来源回升明显，这与

9月信贷数据表现一致， 显示政府前期的促

信用政策（包括取消存贷比、改革准备金考

核办法等）的效果有所显现。 但考虑整体投

资需求仍然偏弱，在稳增长的压力下，未来

政策重心仍需要从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变。

多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分析

人士称， 昨日大宗商品的表现在意料之中，

此前市场对GDP破七下行已经有所预期，结

果也并不出人意料。这在客观上表明中国经

济下行压力明显， 但同时也给市场以希望，

因为要想经济保持在政府所设定的合理区

间，并且完成全年GDP增长7%的目标，中国

要在第四季度有更多的定向刺激，以实现经

济的稳增长。这合理解释了周一国内大宗商

品市场普跌但跌幅有限的行情表现。

仍待经济数据指引

纵观三季度大宗商品走势， 仍然以跌

为主。 10月9日，大宗商品数据商生意社发

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大宗商品经济

数据报告》 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大宗商

品均涨跌幅为-7.43%。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5年第三季度

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46种，集中在化工板块(共20种)和农副板块

(共18种)， 涨幅在5%以上的商品主要集中

在化工板块；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242种，集

中在化工(共97种)和有色(共29种)，跌幅在

5%以上的商品主要集中在化工板块。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出于经济已经到了

“最坏时候”的逻辑，部分研究人士认为，接

下来大宗商品的触底反弹行情值得期待。 中

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大宗商品期货盘面发现，

八月份，包括铁矿、铜、焦煤等品种在内的工

业品期货已经开始出现止跌迹象。 较前数个

月而言，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走势震荡偏强。经

过前期大面积惨痛抛售， 近期部分大宗商品

甚至开展了一波反弹：国际原油、贵金属、伦

铜等多种商品迎来一轮较大的上涨行情；10

月9日，LME锌盘中一度暴涨近10%。

尽管十月份大宗商品整体表现不错，但

高盛、摩根士丹利和花旗等投行纷纷发出警

告：大宗商品的低价可能仍将持续几年。

摩根士丹利预计， 大宗商品生产国货

币的走软可能促使生产商不顾当下的熊市

状况而提高以美元计价的原材料的产量。

高盛预计，由于供应过剩，原油和铜价不太

可能反弹。 铜是高盛认为对中国经济最为

敏感的三个大宗商品之一， 另外两个分别

是铁矿石和镍。

同时，根据本报此前报道，目前有较可

靠的逻辑支撑大宗商品已经陷入价格下

跌的负循环之中，前期下跌的大宗商品可

能对经济产生反作用。“整体来说，油价低

迷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原油需求和整体经

济带来正面影响。 然而，金属价格低迷(不

只是指铜)，可能会加剧中国某些以大宗商

品生产为中心的重工业的低迷。 ” 华尔街

见闻分析称。

无论如何，根据多位分析人士的观点，

大宗商品若要开启真正的反弹， 中国经济

必须出现好转或者至少停止放缓。 而一旦

中国经济数据出现任何意料之外的疲弱，

大宗商品都有可能出现硬着陆。

期指“深贴水” 不改反弹趋势

□本报记者 叶斯琦

10月19日，期指波动较大。早盘期指小

幅走高后震荡回落， 午盘继续下行， 中证

500期指盘中一度跌逾3%。 尾盘期指跌幅

收窄，不过三大主力合约走势略有分化，上

证50期指尾盘独自震荡下行，而中证500期

指、沪深300期指则在急跌之后开始爬高。

由于期指明显弱于现货指数， 期指出

现“深贴水” 格局。 分析人士指出，理论上

当前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反向套利机会，但

是现货组合卖空的制约依然存在。 展望后

市， 期指可能通过补涨或抗跌完成贴水修

复，中线反弹趋势未改。

期指出现“深贴水”

昨日，期指走出大幅震荡行情。截至收

盘，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IF1511报收于

3381.4点， 下跌36.6点或1.07%； 上证50

期指主力合约 IH1511报收于2263.2点，

下跌19.2点或0.84%； 中证500期指主力

合约IC1511报收于6685.0点， 下跌62点

或0.92%。

由于昨日“期弱现强” ，期指贴水幅度

再度扩大，呈现深贴水的格局。 截至收盘，

IF1511合约贴水152.78点，IH1511合约贴

水55.27点，IC1511合约贴水362.37点。

中信期货投资咨询部副总经理刘宾

指出，周一大盘震荡偏弱，市场承压的主

要原因有三点：首先，三季度GDP跌破7％

到6.9％，宏观疲软令投资者呈现一定担忧

情绪；其次，盘中热点从本轮反弹的领涨

板块创业板转换到大盘蓝筹，拖累市场人

气； 第三， 技术上沪综指接近60日均线

3450点的阻力。

期现价差方面， 光大期货分析师钟美

燕认为，远月合约一直较近月贴水，主要是

因为市场对远月预期更为悲观。 从操作上

看，投资者可逐步买入远月合约，做贴水回

归行情。 近期股市板块轮动较为明显，金融

股表现强劲，操作上可以考虑“买入IH、卖

出IC” 的跨品种策略。

不过，套利的瓶颈依然存在。“期指完

成移仓换月后，1511合约没有迅速收敛贴

水，而且在周一盘中继续扩大至较高水平，

从反向套利的理论计算， 已经具备了反向

套利的机会， 但是反向套利依旧存在现货

组合卖空的瓶颈， 因此贴水的修复只能依

靠市场情绪的变化。 ”刘宾表示。

中线反弹趋势仍在

量能方面， 昨日三大期指的成交量均

有所萎缩。 其中，IF总成交量较上一交易日

减少7999手至17182手，IH总成交量减少

3709手至5640手，IC总成交量减少2427手

至10179手。

不过，期指的持仓量却显著增加。截至

收盘，IF总持仓量增2194手至38335手，IH

总持仓量增792手至14649手，IC总持仓量

增859手至13777手。

分析人士认为， 期指早盘短暂减仓后

逐渐增仓，而大盘也震荡回落，从盘中持仓

和指数的走势特征分析看， 空方略微占据

一定优势，但从收盘前20席位的持仓看，多

空均出现增仓，且增幅相差不大，也就是说

多空力量相对平衡。 而效果却是空方形成

了压力，这说明多方增仓略显被动，可能让

市场短线仍然略微承压；不过中周期看，目

前仍处于反弹趋势中，多方没有放弃。 总持

仓在调整中增仓略微对后市不利， 但空方

的优势能保持多久还是存在不确定性，大

趋势还是对多方有利。

展望后市，刘宾表示，宏观数据的疲软

及技术的阻力对短线形成一定压制， 但是

三大期指过大的贴水存在修复的需求，市

场可能通过补涨或抗跌完成。 本次反弹的

驱动力是市场对政策预期的反应加上超跌

后的技术修复，从目前看，这两大动能还没

有消失。 因此，预计市场在逐渐消化宏观压

力后，反弹仍存在延续的可能，沪综指仍存

在挑战3500点的需求；当然也需要注意，毕

竟市场仍处于6月大跌后的修复中，投资者

信心还是较脆弱， 防止近期回撤力度偏大

可能阻碍反弹。

■ 机构看市

广发期货：面对上方套牢盘的压力，股

指的上冲可能会略显迟疑。不过国庆节后，

市场交投情绪转暖，机构重燃调研热情，股

指振幅回归合理区间等一系列积极因素出

现，都为股指上行提供动力。 流动性方面，

央行通过各种政策工具良好对冲了流动性

紧张的波动，流动性仍在宽松周期内。而面

对目前优质投资标的的缺乏， 资金有被动

流入股市的动力，这对

A

股市场而言，是最

重要的支撑之一。 因此整个

10

月，维持对

A

股股指积极的判断。

瑞达期货：综合来看，受获利与技术双

重承压、投资偏好修复、热点题材轮动等多

重因素共振， 本周沪指料以日内巨幅波动

换回调空间，呈强势震荡格局。 策略上，三

大期指相应区间边缘操作为宜。

广州期货： 宏观经济有望在第四季度

逐渐企稳，在利率下行趋势下，风险资产偏

好或可进一步回升， 维持对十月行情乐观

态度，预计沪指反弹在

3450

点附近，考虑到

创业板指具有率先反弹属性， 十月反弹力

度或可在

2500

点左右。 （叶斯琦整理）

油脂短期弱势调整

受外围市场普遍下跌拖

累， 近期表现整体强势的油脂

板块昨日集体回调。 豆油期货

主力1601合约收跌0.78%，报

5596元/吨； 棕榈油期货主力

1601合约收跌1.3%，报4562元

/ 吨 ； 菜 油 1601 合 约 收 跌

0.94%，报5704元/吨。

现货方面， 四级豆油出厂

价多数较上周五持稳，个别地区

有20元/吨的调整， 报价区间

5580-5950元/吨；四级菜油出

厂价普遍较上周五持稳，报价区

间5950-6320元/吨；港口24度

棕油交货价较上周五持稳，报价

区间4540-4600元/吨。

“美豆收割顺利及马棕油

出口前景忧虑目前困扰市场。

马来11月毛棕油出口关税维

持在零不变以刺激出口， 而受

马币波动影响， 后期出口进度

仍有待观察。不过，马棕油逐步

进入减产周期及东南亚旱情延

续将给盘面带来支撑。 ” 银河

期货分析师胡香君指出。

展望油脂板块后市，胡香君

认为，整体上该板块短期无新的

利多刺激， 外盘亦震荡调整，国

内油脂以弱势跟随为主，前期多

单以保护利润为主。（王朱莹）

区间震荡 沪胶静待方向明朗

□本报记者 王朱莹

10月19日，商品市场迎来“黑色星期

一” ，沪胶期货更成为领跌先锋，主力合约

RU1601全日下跌320元/吨或2.74%，收报

11365元/吨，增仓12562手至24.38万手。从

盘面上看，昨日沪胶虽然跌幅居前，但仍未

跌破自8月28日以来形成的区间震荡下沿。

“目前国内经济数据不佳，橡胶库存回

升，国际原油低位震荡，也难以提供明确指

引。预计近期继续以底部震荡走势为主，等

待突破行情来临。”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分

析师张向军指出。

从库存层面上看，近期青岛保税区橡胶

库存延续上涨态势。 截至10月中旬，其总库

存量增长至19.86万吨，较上月中旬增加1.7万

吨，整体上涨幅度达9.4%。 具体来看，依然是

天然橡胶流入居多，其中烟片、复合胶库存均

有增加；合成橡胶库存也有所攀升，其中丁苯

胶库存增幅达到两位数。 而鉴于当前供应充

足、消费滞缓的局面，张向军认为未来保税区

库存仍处于逐渐攀升过程当中。

“近期产区开始冬储，胶厂或者中间商

再或终端商都会提前买些用于储备， 国营

工厂有批量现货等待冬储阶段消化， 这或

许对现货市场以一定支撑。”国投中谷期货

分析师郭校直指出。

从消费端看，汽车产销明显改善。2015

年9月份，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89.43万

辆和202.48万辆， 环比增长分别为20.68%

和21.65%，同比分别增长-5.62%和2.08%。

1-9月份， 中国汽车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1709.16万辆和1705.65万辆， 累计同比分

别增长-0.82%和0.31%。

据国投中谷期货监测， 上周山东地区

轮胎开工运转正常， 个别厂家在资金压力

下开工暂未恢复正常。 库存水平有所增长，

市场缺货现象有所缓解， 目前库存储备在

20-40天不等。国投中谷期货检测山东地区

轮胎企业全钢胎开工率65.95%， 环比上涨

11.7个百分点，同比下滑3.95个百分点。

此外， 上周样本内多数生产企业开工

恢复至常态水平， 个别厂家为补库存开工

短暂性提升至满负荷水平。 据了解，目前雪

地胎生产量已逐步减少， 近期将结束雪地

胎生产。 本周国内轮胎企业半钢胎开工率

为68.44%，环比上涨19.73个百分点，同比

下滑14.10个百分点。

外盘船货方面，据郭校直介绍，近期美金

盘干胶市场价格整体呈现震荡上扬态势，而

越南3L胶小幅走低。 由于持续低迷的胶价导

致胶农割胶积极性不强， 且泰国政府前期表

示11月前将分批卖出前期橡胶库存，加之国

内沪胶受宏观政策利好提振， 种种因素支撑

下美金干胶价格小幅走高。尽管如此，当前基

本面未明显改善， 听闻国外厂家反映当前烟

片虽生产有限，然国内需求不佳，导致整体成

交困难； 而复合胶生产也多按照国内轮胎厂

订单来定，市场活跃度整体不佳。而越南胶近

期因成交不佳导致价格小幅回落。

郭校直指出，目前下游虽然开工率偏低，

但多维持按需小单采购进度， 因此底部下行

空间也受到限制，以此看来，现货方面上行下

探会受到一定限制，区间内弱势震荡为主。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预计：

四季度运价弱势依旧

10月19日，上海国际航运

研究中心发布《2015年中国沿

海主要干散货运输市场第三季

度回顾及第四季度展望》（下

简称 《报告》）。 报告指出，

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沿海散

货综合运价指数转而下行，目

前已经跌破今年第一季度末创

下的历史最低值。同时，沿海干

散货运输企业景气指数加速恶

化，整体经营情况不佳，盈利空

间受到挤压。

截至9月25日， 上海航交

所发布的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

数（CCBFI）报收于812.02点，

较上季度末下跌6.15%， 较去

年同期下跌10.36%。

沿海煤炭运输方面， 虽然

“稳增长”政策不断加码，但中

国经济增长动能依然疲弱，下行

压力不断加大，制造业PMI指数

始终在荣枯线附近徘徊，工业用

电量同比小幅下滑。加之今年夏

季南方降雨量较大，7-8月全社

会共消耗动力煤5.61亿吨，同比

下滑2.17%，其中电力行业动力

煤消费3.58亿吨， 同比微跌

0.92%。 同时炼焦煤消耗量也较

去年同期下滑7.13%。

沿海矿石运输方面， 国内

外市场对钢材的需求极为疲弱，

钢厂检修、减产现象增多，钢材

产量继续下滑。 7-8月，全国粗

钢产量同比下跌3.25%至1.33亿

吨，之后的“金九银十”也将不

复存在。 但7月受铁矿石进口量

增加的影响，国内沿海矿运输支

撑沿海运量走高，之后增幅大幅

萎缩，7-8月我国沿海港口内贸

铁矿石发运量同比上涨5.96%

至4237.86万吨。

受沿海铁矿石运量前高后

低的走势影响，2015年第三季

度， 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中

的金属矿石货种指数较上季度

末小幅下跌3.07%至725.58点，

较去年同期下跌11.20%。

报告预测，2015年第四季

度，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

大， 制造业和房地产板块难见

起色， 整体低迷的外贸现状也

很难改变。 预计中国沿海（散

货）综合运价指数还将延续弱

势下行的走势。

其中煤炭方面，受国内制造

业持续萎缩、房地产开发大幅下

降的影响，煤炭需求仍将持续低

迷，加之今年厄尔尼诺气候持续

发酵，我国秋冬气温将偏暖，“冬

储煤”用煤高峰也有所减弱，预

计沿海煤炭运输运量和运价都

将维持小幅下滑的走势。但不排

除传统淡季煤炭企业大幅降价

促销所带来的短暂利好走势。

矿石方面， 国内外钢铁需

求持续疲弱导致钢铁企业产成

品库存高企， 加之年末中小型

钢铁企业面临银行的抽贷压

力，钢铁行业的资金困境难解，

减产压力巨大， 预计沿海矿石

运量小幅下跌， 运价整体维持

低位小幅震荡的态势。（官平）

减产逐步增多 钢价有望止跌回稳

□本报记者 官平

钢市仍然乏善可陈，当前现货市场疲

态依然难改，市场悲观情绪较重。 但随着

亏损加剧， 近期钢厂减产检修已明显增

多，钢价进一步下跌空间已经有限。 业内

人士预计，虽然近期钢材期货整体仍将弱

势区间震荡，但有望止跌回稳。

钢铁现货交易平台———西本新干线

综合库存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沪市螺纹钢

库存总量为19.6万吨， 较前一周减少0.35

万吨。 上周沪市建筑钢材库存总规模为

29.25万吨，较前一周增加0.4万吨。

纵观全国市场，上周全国35个主要市

场螺纹钢库存量为453.8万吨，减少28.1万

吨， 降幅为5.83%； 线材库存量为87.1万

吨，减少6.3万吨，降幅为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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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全国综合

库存总量为1041.4万吨， 减少40.6万吨，

降幅为3.75%， 全国钢材库存较去年同期

下降8.84%。

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表示，

各地市场成交逐步恢复正常，加之钢厂减

产有所增多，国内钢材市场库存出现今年

以来最大的单周降幅。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三季度我国GDP

同比增长6.9%，为2009年1季度来最低水

平，但略好于市场6.8%的预期。 其中消费

增速略好于预期，但工业增加值、投资、发

电量增速大幅不及预期，显示整体经济下

行压力依然相当大。

从对国内钢市需求影响最大的投资增

速来看，1-9月份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0.3%， 较1-8月份回落0.6个百分

点，创2000年以来的新低。 三大类投资中，

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速全面下行。

业内人士表示，前三季度我国各项投

资增速持续下行，房地产及制造业投资增

速降幅扩大，被市场寄予厚望的基建投资

增速出现回落，而前期持续高涨的商品房

销售也出现增长乏力的现象，预示着后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企稳依然相当困难，国

内钢市需求面临继续下行的压力。

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生铁、 粗钢和钢

材产量分别为5659万吨、6612万吨和9469

万吨， 同比分别下降4.9%、 下降3%和下降

0.6%。 9月份我国粗钢及钢材日均产量环比

双双回升， 可见钢厂生产依然维持在较高

水平，市场供应压力较大。

不过， 进入10月份随着亏损加剧，钢

厂减产检修逐步增多，福建三钢、首钢长

治、成渝钒钛、包钢、涟钢、新抚钢、宣钢等

钢厂相继宣布将对生产线进行检修，唐山

地区不少钢铁企业高炉停产。在需求低迷

难改的情况下， 后期钢厂实质减产的幅

度，或将直接决定钢价的走向。

天然气调价预期压制甲醇期价

近期受天然气价格下行预

期拖累，甲醇承压下行。 昨日，

甲醇期货收报五连跌， 截至收

盘主力1601合约收报1949元/

吨，跌幅1.52%。

相关报道显示，我国天然气

非居民用价有望于10月底下调，

最快或于11月1日执行。此次各省

门站价格下调幅度为20%-30%。

天然气为政府指导定价， 市场对

天然气价格下调的预期增加。

新纪元期货化工分析师罗

震认为， 由于甲醇生产主要为

煤制甲醇及天然气制甲醇。 此

前由于天然气制甲醇成本较

高，大多企业处于停产状态，不

过后期若天然气价格下降，则

停车装置重启几率增加， 或给

供给面带来压力。

消费端， 甲醇下游品种众

多，传统主流的甲醛、醋酸、二甲

醚对需求拉动有限。 罗震分析

称， 新兴的甲醇制烯烃上看，中

煤蒙大30万吨/年、 神华陕西榆

林30万吨/年甲醇制烯烃项目计

划四季度投产， 若按计划投产，

将有效增加对甲醇的需求。

分析人士认为，总体看，甲

醇供给压力偏大。不过，四季度，

部分甲醇制烯烃项目的投产将

对甲醇需求形成一定拉动，或限

制甲醇下跌空间。（张利静）

期权隐含波动率有望回升

□本报记者 马爽

昨日，50ETF认购期权合约价格多数下

跌，认沽期权合约价格多数上涨，但整体涨跌幅

度有限。 平值期权方面，10月平值认购合约

“50ETF购10月2300” 收盘报0.0460元，下跌

0.0010元， 跌幅为2.13%；10月平值认沽合约

“50ETF沽10月2300” 收盘报0.0431元，上涨

0.0049元或12.83%。

经历前期大幅回落后， 目前期权隐含波动

率下行空间已十分有限，有望重拾升势。昨日截

至收盘，10月平值认购合约 “50ETF购10月

2300”隐含波动率为22.61%。 10月平值认沽合

约 “50ETF沽 10月 2300” 隐含波动率为

35.07%。

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表示， 经济数据不

佳市场早有预期，带来的冲击将逐渐被消化，投

资者更多关注的是促经济、 稳市场的政策措施

能否发挥作用。大盘在反弹的过程中，上方压力

逐渐增大。由于存在大量套牢筹码，上涨需要观

察量能的配合。只有放量对冲抛压，才能不至于

出现冲高回落情况。 预计市场将维持震荡偏强

的趋势，建议投资者尝试买入认购期权，并以前

期震荡区间上沿作为止损点。

净多头头寸创一年新高

对冲基金热捧原糖期货大涨

据相关报道称， 受厄尔尼

诺影响澳洲糖产量预计将下滑，

作为糖产出和出口大国的印度

和巴西工厂减产，令过去三个月

纽约原糖期货大涨 16% ，创

2013年来最大单季涨幅。

10月以来原糖期货再度

大涨11%， 为彭博商品指数中

涨幅仅次于白银期货的22个

成分之一。

押对了方向的对冲基金赚

得盆满钵满。 美国商品期货交

易委员会（CFTC）数据显示，

在截至10月13日的当周，糖期

货和期权合约净多头头寸大涨

33%至11.709万张， 创2014年

7月以来新高。 而空头头寸则

在八周中连续七周下滑。

国际糖业组织（ISO）上月

预计， 在糖产出过剩持续五年

之后，在本月开始的这一季度，

糖需求将首次超过产出， 明年

这一缺口将翻番至620万吨。

今年8月以来，受巴西货币

雷亚尔大幅贬值的影响，巴西出

口商增加糖出口以换取美元，糖

价跌至七年低位。之后雷亚尔企

稳，干旱的气候也为巴西作物收

成带来威胁，糖价开始飙升。

据国际人士称， 这一轮糖

价反弹是可以持续的，因为它反

映了新的基本面情况， 市场自9

月起已经改变，大多数分析师改

变了对供应的预期。（王超）

■ 责编：王超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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