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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机构猛加空单

大宗商品难逃加息魔咒

□本报记者 官平

当可能发生在12月的美联储加息遇

上巴黎恐怖袭击时，美元重压和避险情绪

哪一个将占据上风？ 结果是，华尔街的操

盘手们正忙着平掉手中的多头头寸，猛加

商品空单。大宗商品在跌无可跌的预期中

依然暴跌：铜、镍、铅等工业金属刷新多年

新低，国际金价逼近六年最低，国际油价

距跌破每桶40美元仅一步之遥。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

新公布的持仓报告显示， 截至11月10日当

周，COMEX黄金期货投机净多头头寸下

降近三分之二，NYMEX原油期货净多头头

寸减至三个月最低水平，COMEX铜期货

投机净空头头寸增加近5.7倍。

商品市场悲观情绪弥漫

大宗商品市场“寻底路”相当漫长。 8

月， 对冲基金的空头头寸处于阶段性高

点，此后空单规模开始回落。 随着空头的

撤退，黄金、原油也出现了显著反弹，纽约

油价一度突破每桶50美元关口，纽约金价

甚至上探至近每盎司1200美元。

不过最近几周，市场做空原油、黄金

的情绪又显著走高。CFTC数据显示，对冲

基金接连加码黄金、原油、铜等大宗商品

空头头寸。随着多空快速转换，原油、黄金

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快速转跌， 这意味着，

对冲基金此前意欲抄底大宗商品的计划

以失败告终。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11月16日跌至每桶

40.06美元，为8月末以来新低；此外，11月18

日，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挫至每盎司1063.3

美元，创2010年2月来最低。

对于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刷出新低，宝

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勇认为，

美联储12月将加息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

并非唯一因素，还包括冬季大多数工业品

原材料需求不断萎缩，尤其是户外开工下

降和下游终端企业致力于去库存和低库

存。 其实，美联储加息经常会提前在市场

中有所反映，目前反映美元实际利率的通

胀指数国债（TIPS）收益率已经从10月

的0.53%升至11月16日的0.76%。

实际上， 美联储加息此前已经炒作过

不短时间， 目前投资者对大宗商品再次暴

跌感到担忧。 东吴期货研究所所长姜兴春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10月份议息声明

的公布显示美联储加息临近， 很可能在今

年12月开始，一旦美联储加息，全球投资市

场配置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元走强加剧

非美货币弱势， 资金进一步从降息周期国

家流出， 这对商品主要出口国将是致命打

击，另外还将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态势，需求

下降将使得大宗商品市场悲观情绪延续。

金价将维持弱势

此前不少分析师预计， 在恐慌情绪升

温的影响下，全球风险资产至少会出现一波

短期回调，而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市场将

出现买入。 不过事实上，欧美包括中国的股

市并未遭遇冲击，作为避险品种的黄金价格

仍然没有停止下跌步伐。

程小勇表示，从过去经验看，黄金和

避险情绪的正相关关系是短暂的，因此避

险情绪推动的金价反弹往往也是阶段性

的。

生意社首席分析师刘心田说，年初预

测国内黄金价格年内会跌破每克200元，

目前依然坚持该观点，因为黄金的避险功

能被人为夸大。 就中国而言，不动产的避

险作用就远大于黄金，人们已经不再“唯

金是图” ，黄金的长期价值回归不可避免。

美加息的时点确定与否，不会对黄金的走

低产生过度影响。

此外，上海中期研究所副所长李宁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从下跌空间来看，

金价在美联储加息时点确定后， 预计维

持弱势运行的概率依然较大， 有可能跌

至每盎司1000-1050美元区间内。

多位业内人士亦表示，预计在美联储

加息后， 国际金价跌幅可能会缓和一些，

原因在于加息之前市场会提前反应，但金

价下跌幅度还是要看美联储加息力度和

节奏， 以及美元实际利率和通胀情况，如

果通胀持续低迷， 而美元实际利率飙升，

金价跌势可能加剧。

美加息后商品能否现“转机”

美联储加息靴子几近落地，一旦美联

储12月加息确定，大宗商品市场会否出现

转机？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大宗商品而言，

目前面临两大不可绕开的因素，一是中国

经济放缓、甚至新兴经济体整体遭遇困境

下的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另外一个就是

美联储加息。 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资金

回流美国，商品的机会成本上升，这都会

持续打压商品。 因此在需求没有彻底回暖

之前，大宗商品市场很难出现“转机” 。

“未来半年大宗商品市场难有趋势性

变化，只有价格进一步下跌，吸引真正的

需求才能寻找底部。”姜兴春表示，大宗商

品价格的下跌促使更多原材料上游生产

商主动减少产能， 才能维持价格相对平

衡，因此有色金属、原油甚至黄金中期弱

势暂难改变，维持震荡重心下移是全球经

济失衡、市场需求不足的“最好注解” 。

格林大华期货研发总监李永民表示，

展望后市，大宗商品市场信心不足依然是制

约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原因，在此期间，利空

因素对市场的影响要大于利多因素的刺激

作用，只有在出现超跌行情时，场外资金才

会介入，如果没有大幅下挫，供应方面没有

大幅紧缩产能，下跌趋势就难以完结。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

的消费在全球占有较大比重， 中国因素已

经成为影响全球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但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不可避免。 业

内人士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25

年来最慢水平，国际工业金属价格持续下

跌， 引发分析人士看空工业金属价格前

景。 数据显示，LME铜价已经跌至2009年

年中以来最低，LME镍价跌至2008年12

月来最低，LME铅价创2010年6月来最低。

刘心田亦预计，美联储加息确定前后，

大宗商品创新低潮将涌现，现在铝、天胶

等已经出现了，且预计美联储的加息也不

会是一次性的，这次加息的利空市场已然

大部分消化，但未来加息的潜在利空尚未

消化，年底前市场难有根本性转机。

从原油市场来看， 上周国际能源署

（IEA）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都较为

悲观地展望了未来原油市场前景。IEA称，

发达国家9月份总库存增长了1380万桶，

至创纪录的约30亿桶，这可能进一步打压

原油价格。EIA指出，美国原油在产量下降

的同时，供应过剩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不过，混沌天成期货研究员孙永刚指出，

黄金市场的转机应该就在美联储加息明朗之

后，市场在推动黄金不断下跌的过程中，投资

的核心逻辑就是美联储加息， 当预期成为事

实之后，市场的资金必然会获利平仓，短期在

呈现黄金反弹之后， 市场就寻求新的投资逻

辑， 市场也才会进一步审视美联储加息后利

率上行对于黄金价格的进一步影响。

贴水收窄 期指料宽幅震荡

□本报记者 张利静

11月18日，期指市场震荡剧烈，三大期

指主力合约尾盘均出现走弱迹象。 截至收

盘，三个主力合约全部收报绿盘，其中沪深

300期指主力合约IF1511收报3698.8点，跌

幅为0.55%； 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IH1511

收报2425.0点，跌幅为0.19%；中证500期指

主力合约IC1511收报7499.0点， 跌幅为

0.78%。 分析人士认为，期现市场出现了连

续多日的震荡行情， 这说明在当前点位多

空分歧较大，在估值修复过程完成之前，市

场或将继续宽幅震荡。

连续震荡显示多空分歧加剧

现货指数方面， 截至昨日收盘， 沪深

300指数报3715.58点，跌幅为1.14%；上证

50指数报2439.45点， 跌幅为0.56%； 中证

500指数报7256.94点，跌幅为1.61%。

整体来看，期指走势强于现指，三大主

力合约升贴水较上一交易日有所收敛。截至

收盘，IF1511合约贴水16.78点，IH1511合

约贴水14.45点，IC1511合约贴水27.94点。

国海良时期货期指分析师程赵宏表示，

综合昨日A股表现来看，大盘整体冲高回落，

中小盘股、军工及券商股等均下挫。早盘地产

护盘，市场轮动节奏尚可，但午后银行接力失

败，逐级下跌，下午2点左右，市场快速跳水。

两市仅银行、 地产板块收红， 其余板块均下

跌，其中国防军工，券商、计算机跌幅最大。

“三大期指均受压于半年线， 融资受限等不

支持股指持续上涨， 国庆节以来的反弹或告

一段落，短期指数大概率进入回调通道。 ”

长江期货指出， 上周以来大盘连续震

荡，显示多空双方出现一定分歧。定义牛市

重启还是中级反弹， 需要重新定义本轮牛

市上涨的内在原因。 近期市场的上涨更有

可能是估值修复的过程。 在全面估值修复

过后，后市可能逐步转变为指数维持稳定、

内部结构性行情纵深发展的格局。

平稳中不乏乐观信号

成交持仓方面， 昨日IF1511合约成交

10060手， 持仓11702手， 日减仓3410手；

IH1511合约成交4347手， 持仓4600手，日

减仓1428手；IC1511合约成交5941手，持

仓6295手，日减仓1604手。

本周五为当月合约的交割日， 期指多

空继续平稳移仓， 次月合约的主力增仓主

要从当月合约上转移而来， 并且前二十席

位净空继续小幅上涨。

美尔雅期货期指分析师王黛丝认为，

随着期指调整接近震荡轨道下沿， 套保需

求增加。目前多空进行存量博弈，对前期上

涨仍需一段平台蓄势来消化。

值得注意的是， 在股指表现略显弱势的

同时，市场仍不断释放出乐观信号。 一方面，

两市融资余额保持升势， 沪深两市融资余额

较周二增加175.86亿元至11945.28亿元，连

升11日， 创5月8日结束12连升以来最长连升

纪录。沪股通结束连续21日资金净流出 昨日

净流入0.6亿元。目前市场整体资金流入平稳。

王黛丝进一步指出， 目前监管层致力于

使市场向更健康的方向前行， 叠加周三开启

的天然气调价使企业减负可达千亿等因素，

后期实体经济有望获得更大力度的扶持。 因

此，在目前调整阶段暂时避险观望的同时，也

可精选低估值蓝筹，等待低位建仓时机。

■ 机构看市

瑞达期货：现货方面，周三沪指量能回

调， 以券商为代表的蓝筹进一步回调空间

较为有限，且下档

3500

点一线支撑较有力，

杀跌动能减弱。期货方面，三大期指均弱势

宽幅震荡，多空延续移仓但回补较少，三大

期指总持仓连续两天减少，不利于反弹；而

三期指期现基差呈缩小态势， 较利好市场

信心。 综合来看，受多重因素共振，近期期

指围绕年线震荡整理为主基调， 沪指主要

运行区间

3500-3650

点， 三大期指依此区

间低买高卖。

广州期货： 在沪指突破前期箱体震荡

上区间

3500

点即年线位置后，运行中枢已

悄然从初期的

3000

点、

3300

点上升到了目

前的

3500

点，年底预计运行中枢将继续上

移，目标位在

3800

点附近，箱体震荡区间

在

3500-4000

点之间，届时振幅将加大。 美

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及对全球市场的扰

动程度仍需谨慎对待。 总体上，仍维持相

对乐观态度， 无风险利率下降已成共识。

市场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增量资金继续流

入可期。 （张利静 整理）

甲醇跌势未止

□本报记者 王朱莹

昨日，甲醇期货增仓大跌，领跌商品市

场。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甲醇供需面压力有

所显现，现货价格开始出现回落，甲醇基本

面中期趋势依然偏空。

目前甲醇期货各合约依然维持近强远

弱格局， 甲醇主力合约MA1601全日下跌

2.75%，收报1840元/吨，最低触及1803元/

吨，创今年1月下旬以来新低，成交322.7万

手，持仓日增11.6万手至69.7万手。 远月合

约MA1609全日跌幅高达4.67% ， 收报

1715元/吨。

现货方面，甲醇市场大稳小动，内地延

续偏弱气氛。 据银河期货提供的数据，西北

实际出货价南线为1270-1330元/吨，北线

为1350-1390元/吨；甘肃出厂承兑价格为

1410元/吨；港口报价早间跟随降低，但午

后继续坚挺，卖盘较少，主流1950-1960元

/吨，环比跌20元/吨。

“目前港口进口货源仍然偏少，卖盘封

盘，成交僵持，期货大幅下跌并未带动现货

有效下行，期货盘面大幅增仓，多空分歧较

大，短时空头气氛压制，建议观望。”银河期

货分析师张林玉表示。

另外，天然气价改方案公布，通知决定将

非居民用气最高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降低

700元。 张林玉认为前期西南各地已气价已

经下调，故本次调价对甲醇市场影响不大。

“内蒙和山东的煤制甲醇成本分别在

1300元/吨和1700-1800元/吨附近， 短期

成本支撑仍存，但现货略显压力。 ” 华泰期

货分析师胡佳鹏表示。

供应方面， 东海期货指出， 步入11月

份，国内甲醇本土开工攀升至61%；其中西

北开工水平接近7成。

“前期检修装置近期仍陆续重启，且

近日受降雪、大雾天气及车辆配货困难等

影响，西北甲醇外运周期加长，厂区库存

持续增加，压力逐步出现，华北和内蒙现

货价格已开始下降，给盘面价格带来一定

压力， 虽然港口地区受外盘装置检修影

响，港口库存下降至低位，且太仓港口管

制加剧华东货源的紧张，但考虑到前期已

在盘面有所体现，且内地与港口的套利窗

口打开， 不排除货源流入港口的可能性，

因此整体来看是对盘面存在压力的。 ”

胡佳鹏指出。

需求方面，胡佳鹏指出，甲醛和二

甲醚利润继续好转，但醋酸利润继续创

新低，传统需求仍有一定回升，新兴需

求方面， 蒲城新能PP装置重启继续推

迟，大唐多伦二线23万吨PP近期检修，

短期新兴需求有减弱，但考虑到神华榆

林60万吨MTO月底投产， 未来外采需

求仍存，长期来看，烯烃对甲醇的需求

在好转。

“近期甲醇供需面压力有所出现，现

货价格开始出现回落， 烯烃对甲醇的需求

短期出现下降， 且西北甲醇厂区库存压力

持续增大，导致厂销区间套利窗口打开，可

能加速货源流入港口， 缓解港口库存紧张

程度， 再加上近期仍有装置陆续重启以及

油价重回弱势， 整体我们认为近期甲醇震

荡偏弱的概率增大。 ” 胡佳鹏预计。

菜粕期价创上市新低

昨日，菜粕期货主力1601

合约全日下跌2.09% ， 收报

1823元/吨，最低下探至1819元

/吨，创上市以来新低。 分析人

士认为，目前是菜粕需求淡季，

加之我国大豆和DDGS进口量

较大，豆粕和DDGS价格较低，

对菜粕的替代压力较大， 菜粕

期价后市预计向下仍有空间。

现货方面， 生意社数据显

示，11月18日， 福建地区国产

加籽粕价格稳定，厦门报1900

元/吨，福州报1930元/吨。

据天下粮仓数据显示，第

45周沿海菜籽库存量为42.7万

吨，环比上涨8.79%，同比上涨

30.58%； 沿海菜粕库存量为

9200吨，环比下降23.33%，同比

下降74.79%；港口DDGS库存量

为136.3万吨，环比下降0.44%。

中信期货分析师表示，虽

然目前沿海菜粕库存量较

低，但沿海菜籽库存量较高，

菜粕供给有较好保障； 且目

前已进入水产养殖淡季，菜

粕刚性需求较少。 同时，我国

大豆和DDGS进口量较大，豆

粕和DDGS价格较低，二者具

有较强的量价优势， 对菜粕

的替代压力较大。 因此，后市

预计近期菜粕期价震荡偏空运

行。（王朱莹）

上期所举办

河北地区钢铁产业链调研活动

为促进机构投资者、 期货

中介机构与相关钢铁现货行业

的沟通交流， 扎实提升期货行

业服务实体经济和产业链的能

力， 上海期货交易所组织期货

公司优秀分析师、 风险管理子

公司及涉钢材品种的投资机构

代表共40余人，日前赴河北石

家庄、沧州、唐山开展钢铁产业

链实地调研和学习活动。

钢铁行业是当前市场关注

的热点之一，本次调研走访的三

家大型钢铁企业集团———河北

敬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华联

合冶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东

华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均为

上期所注册品牌企业。 在活动

中， 调研人员实地参观了螺纹

钢、热轧卷板生产车间和货运港

口，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对企业

生产经营、套期保值业务等情况

的详细介绍，仔细询问现货品种

相关产供销等市场关心的问题。

通过本次活动，调研人员获得了

第一手的现场资料，有助于对品

种后市做出更精确的研判，也有

助于今后进一步加深与企业的

交流与合作。

紧紧围绕“为实体经济服

务” 的宗旨，充分发挥交易所

平台与桥梁作用， 是上期所服

务市场的重点工作之一。 在当

前的经济形势下， 相关产业链

企业也已认识到期货定价功能

及对现货的指导作用， 认识到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运

用期货工具可以更好地应对价

格波动及其他经营风险， 也迫

切希望能与相关市场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官平）

认购期权全线走低

受标的50ETF价格显著

下挫影响，昨日50ETF认购期

权合约下跌明显， 且临近下周

三（11月25日）行权日，11月

期权合约时间价值流失速度开

始加快，11月平值认购期权当

日表现偏弱，11平值认沽期权

则略有上扬。 平值期权方面，

11月平值认购合约“50ETF购

11月2450” 收盘报0.0293元，

下跌0.0097元或24.87%；11月

平值认沽合约“50ETF沽11月

2450” 收盘报0.0512元，上涨

0.0020元或4.07%。

成交方面，50ETF期权成

交量明显下降， 单日共计成交

184744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40965张。 持仓方面，期权未平

仓总量共计增加13309张至

520119张。 波动率方面，昨日

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波动率略

有下跌。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距主

力合约到期日还有不到一周时

间，投资者应时刻提防到期日风

险，及时调整仓位，控制风险。对

于后市，光大期货期权部张毅表

示，总体来看，近期市场尚无明

显信号表明市场将会有重大持

续突破行情出现。（马爽）

四季度玉米期价料震荡偏强

11月18日，在国内商品市

场普遍下挫的情况下， 玉米期

货震荡偏强, 主力合约玉米

1605收报1876元/吨， 较上一

交易日上涨15元/吨或0.81%。

自10月中旬以来，玉米1605合

约在27个交易日内累计上涨

了4.75%。 同期，跟踪全球大宗

商品综合表现的CRB指数则

是下跌了逾8%。

华泰期货分析师范红军指

出， 本轮玉米期价上涨直接动

力是国内玉米现货价格的上涨。

10月中国内玉米新作压力逐步

释放之后， 在东北地区临储玉

米收购下，东北产区、北方四港

及南方港口现货价格均有持续

小幅上涨， 而华北产区持续雨

雪天气导致玉

米购销困难，

下游需求企业

持续上调玉米

现货收购价。

另据生意

社分析师李文

旭介绍，2015

年度国储收购

价格下调，新

季玉米上市

后，贸易主体观望态度浓厚，国

内玉米价格大幅下跌， 同时国

内生猪存栏量持续低位， 养殖

业饲用需求对玉米提振作用有

限， 淀粉、ddgs等玉米下游产

品价格持续下滑， 产业链上下

围堵，市场看空气氛浓厚，玉米

现货期货价格持续下跌。

展望后市， 分析人士普遍

认为, 四季度玉米期价更可能

震荡偏强运行。

“从现货市场看，华北地区

在阴雨天气的助推下出现明显

的反弹， 在临储收购的带动下，

近期东北玉米也出现上涨，短期

来看，玉米期价或继续维持震荡

偏强的状态。 ”卓创资讯农业分

析师刘栋指出。（叶斯琦）

CFP图片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辽中心大街证券营业

部《经营 证券业务许可证》在换证过程中，因快递公

司投递不善，导致《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遗失（证照流水号 000000010371，编号 13311025）

特此公告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辽中心大街证券营业部

二 0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辽中心大街证券营业部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遗失声明

尊敬的宏源期货投资者：

为进一步提升对投资者的服务质量,

我公司定于 2015年 11 月 20 日（周五）

夜盘开市起， 将主交易系统由原金仕达

期货交易系统切换为上期综合交易平台

（CTP 平台）。 详见我公司网站公告

（www.hongyuanqh.com）， 并根据公告

提示内容下载新版交易客户端软件。

特此公告。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关于主交易系统切换的公告关于主交易系统切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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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5 59.86 -0.31 -0.52

商品期货指数

668.30 664.24 669.31 661.30 667.11 -2.87 -0.43

农产品期货指数

790.02 787.52 791.77 785.32 790.20 -2.69 -0.34

油脂指数

509.11 507.50 510.46 505.43 509.78 -2.28 -0.45

粮食指数

1184.68 1185.04 1193.24 1180.37 1183.55 1.50 0.13

软商品指数

785.04 777.86 785.63 777.74 785.64 -7.78 -0.99

工业品期货指数

583.09 578.44 584.07 574.67 581.33 -2.89 -0.50

能化指数

535.11 531.58 536.13 528.34 535.27 -3.70 -0.69

钢铁指数

363.60 361.38 363.82 359.61 363.87 -2.49 -0.68

建材指数

448.76 445.73 449.06 444.50 448.63 -2.9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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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9 1001.32 990.68 991.09 -5.24 995.21

易盛农基指数

1125.23 1126.85 1115.08 1115.77 -7.11 11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