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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竞争加剧 铁矿石价格暴跌

矿业现“嘉能可危机”

□本报记者 王朱莹

面对商品寒潮，即便是久经“沙场”

的老兵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早在今年上半年，铁矿石价格还在63

美元/吨附近徘徊时， 执掌力拓铁矿石业

务九年之久的首席执行官沃尔什在回答

矿价会否跌至30美元/吨时表示：“那根本

不可能发生。 ”

作为铁矿石行业的“老兵” ，沃尔什

无疑看走了眼。2011年铁矿石的价格高达

191.70美元/吨，但近年来持续下跌，截至

12月7日， 青岛港品位62%的铁矿石现货

价格下跌至39.06美元/吨，创10年来最低

水平。

面对低迷的矿价，具备成本优势的四

大矿产公司依然在增加供应， 抢占份额；

而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外矿企已经步嘉能

可后尘，计划出售资产；国内矿业更是挣

扎在减产关停的边缘。

国外矿企断臂求生

国内矿企减产加剧

矿价下跌速度之快，已经令矿商蒙受

损失。 瑞士联合银行预测，四大铁矿石公

司中，FMG（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 最高的盈亏平衡价格为40美元，淡

水河谷（Vale）公司为34美元。 而最大的

两家铁矿石公司的盈亏平衡点较低，其中

必和必拓（BHP）的盈亏平衡价格在29美

元/吨，力拓（Rio� Tinto）的价格为30美

元/吨。

今年以来， 必和必拓股价跌幅接近

48%， 周二更是触及2005年以来最低水

平。 力拓股价今年以来大跌24%，淡水河

谷也跌至11年低位。

据悉，目前四大矿产公司中必和必拓

和FMG对产量和价格并没有表态， 力拓

和淡水河谷公司则表示会尽可能降低成

本，以增加公司的利润。 事实上，淡水河

谷、必和必拓、力拓等大型矿商依然在增

加供应以保全市场份额。

而其他一些实力相对较弱的矿商已

经被迫出售资产。 根据相关报道，以市值

计算位列全球第五大矿产商的英美资源

集团（Anglo� American）周二称，由于

运营成本高于竞争对手力拓及必和必拓，

承受的痛苦也高于竞争对手，因此它们计

划出售五分之三的旗下资产，将劳动力从

当前的13.5万人减至5万人， 并暂停派息

直到2016年底，而且还将业务缩减至三个

部门，以因应商品价格暴跌。

中国矿业也同样面临高运营成本和

低产品价格的经营窘境。澳新银行资深商

品策略师Daniel� Hynes指出， 尽管铁矿

石价格有很大的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但像

淡水河谷和力拓等大型低成本生产商不

太可能减产。“而中国一些高成本铁矿石

矿产商肯定感到痛苦，它们也会关停。 但

在可见的未来内，大型矿产商不会减产。”

来自机构Mysteel针对中国126家矿

山企业的调研报告显示， 中国铁矿石矿山

的产能利用率只有55.7%。Mysteel的分析

师黄译曾对媒体表示，预计12月至明年1月

国产矿减产将会加剧。从调查样本来看，民

营矿山减产停产的比例更高。究其原因，在

于民营矿山企业很多独立运营， 而国有体

系内的矿山多隶属于国有钢铁企业， 后者

更能抵御市场风浪；同时，在市场风潮中，

民营企业更灵活的用工制度， 也使得其能

够“随行就市”地裁员以压缩成本。

薄利多销 矿价弱势难改

铁矿石价格的下跌，从供给面上看缘

于国际矿企的继续增产，据海关统计数据

显示，11月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8213

万吨， 较上月增加661万吨， 同比增长

21.9%；1-11月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砂及其

精矿85655万吨，同比增长1.3%。

需求上， 中国钢材需求的持续萎缩，

是另一大压制矿价的利空因素。 中国冶金

工业研究院12月7日发布的预测报告显

示，2015年中国钢铁消费量6.68亿吨，同

比下降4.8%，2016年将进一步降至6.48亿

吨。 中钢协最新数据也显示，2015年11月

中旬重点钢铁企业粗钢日均产量161.15

万吨，旬环比下降4.8%。11月中旬末，重点

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519万吨，较上一旬

增长1.07%，较上月同期下降7.03%。

英国资本经济公司的高级商品经济

学家John� Kovacs表示，铁矿石的价格可

能在明年继续维持低位， 但是他并不认

为，铁矿石的价格会长期低于40美元/吨。

因为对于铁矿石的需求降低的空间有限，

且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面对该价格可能

会采取减产的措施。

但惠誉国际评级 (Fitch� Ratings)有

限公司曾预测，2016年及2017年铁矿石

供应将超过1.45亿吨，因此其价格不太可

能有所回暖。 今年铁矿石海运吨数约为

1.3亿吨，预计明年将增加逾10%。

“高炉开工持续下降，由于对后市不

看好以及受资金流限制， 钢厂采购意愿

较差，铁矿库存继续压缩至20天，且钢厂

卖长协矿的现象增多， 导致港口库存继

续大幅增加，叠加钢厂减产预期加码，铁

矿弱势运行仍是主题。 ” 中信期货分析师

刘洁等表示。

减产力度加大 钢价跌势料趋缓

□本报记者 官平

亏损的扩大，使得钢厂减产已明显增

多。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尽管需求持续低

迷，但临近年终中小钢企因亏损及资金面

压力减产、关停逐步增多，市场供应阶段

性下降，国内市场去库存继续维持低位运

行，钢价跌势有望趋稳。

数据显示，上周全国

35

个主要市场螺

纹钢库存量为

375.3

万吨，减少

7.1

万吨，降

幅为

1.86%

； 线材库存量为

78.45

万吨，增

加

1.15

万吨， 增幅为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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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45

万吨，减少

10.5

万吨，降幅

为

1.14%

。 总体来看，全国钢材库存连续

第八周下降， 目前的库存水平较去年同

期下降

6.97%

。

据中钢协统计，今年前十个月，大中

型钢铁企业累计亏损

386.38

亿元，其中主

营业务亏损

720

亿元， 平均销售利润率

-

1.5%

。 其中

10

月份亏损

125.16

亿元，环比

下降

25%

，主营业务亏损

148.8

亿元，环比

下降

27.8%

， 主营业务月度销售利润率

为

-5.37%

，再创年内亏损历史新高。

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表示，

结合

10

月份重点企业粗钢产量

5331.6

万吨

以及主营业务亏损

148.8

亿元测算，

10

月份

重点钢企吨钢平均亏损高达

279

元。对于目

前不及

2000

元

/

吨的钢价来看，重点钢企吨

钢平均亏损幅度已接近

15%

， 部分钢企亏

损幅度甚至已经超过

30%

， 行业亏损已经

到了难以承受之重，减产势在必行。

与巨幅亏损相对应的是，钢铁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未缓解。

10

月末重

点钢铁企业银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余

额为

13423

亿元，同比下降

2.5%

。 但

1-10

月份财务费用

824

亿元，同比增长

1.78%

。

随着年终临近，持续亏损以及资金链更加

紧张， 钢铁行业减产减员已成为普遍现

象， 部分中小钢企开始加速退出市场，行

业去产能逐步加速。

在一片悲观氛围之下， 近期铁矿石价

格加速下跌。截至

12

月

4

日，普氏

62%

铁矿石

指数为

39.6

美元

/

吨， 较

11

月初下跌

9

美元

/

吨，一个月内跌幅达

18.5%

，自

2009

年有统

计记录以来首次跌破

40

美元

/

吨关口。

邱跃成表示，由于今年国际主流矿山

持续采取降本增效措施，当前的铁矿石价

格依然高于四大矿山的成本价格，国际四

大矿山仍在按计划扩产，加速挤兑高成本

中小矿山。尽管当前市场普遍认为铁矿石

价格进一步下跌空间已经有限，但在需求

趋弱及美元升值的大背景下，铁矿石价格

重心仍有可能继续下降，成本对钢价走势

依然难以形成支撑。

多空提前移仓远月 期指料维持区间震荡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周三期指走势分化，三大主力合约冲高

回落，全天上演倒V走势。代表大盘股走势的

沪深300期指及上证50期指结束三连跌小幅

收阳， 代表中小盘股的中证500期指主力合

约则由红翻绿。 截至收盘， 三期指主力合约

中，IF1512涨0.55%， 报收3593.2点；IC1512

跌0.16%， 报收7212点；IH1512涨0.60%，报

收2352点。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资金在多空

存量拉锯中提前往远月移仓，缓慢收敛基差，

短期料继续维持区间内震荡模式。

贴水继续缩窄 市场情绪谨慎

昨日期指市场走势整体强于现货市

场，贴水进一步收窄。 截至收盘，三期指主

力合约IF1512、IH1512、IC1512分别贴水

42.74点、17.74点、162.27点。

消息面上， 昨日统计局公布了11月物

价指数，其中CPI同比增速为1.5%，比上月

增加0.2%；PPI同比增速为-5.9%， 连续四

个月持平。 这成为昨日股市走势反应的一

大因素。

美尔雅期货期指分析师王黛丝表示，

中国11月CPI同比上涨1.5%，较上月小幅

回升，连续三月处“1时代” ；PPI同比下

降5.9%，与上月持平，为连续第45个月下

滑。 通胀略有回升，降息空间受压，但因

资金流出增加等原因致降准概率上升。市

场依旧处于窄幅盘整之中，主要依靠行业

政策拉动的地产、汽车、锂电池、新能源

等维稳指数。

银建期货期指分析师张皓分析认

为， 当前三大期指合约已经下破多条均

线，上证50期指合约再次接近60日均线，

期现指数继续保持贴水状态， 并且远月

合约长时间呈现反向市场状态， 说明主

力资金对于后市依然保持谨慎态度；近

期期指合约逐渐震荡走弱， 表明市场向

下压力不断增强， 因此如果权重板块继

续萎靡不振，一旦出现向下破位走势，将

对多头资金造成极大压力， 届时将会对

期指合约造成连锁反应。

多空继续减仓

从多空博弈角度来看， 近期三大期指

主力合约呈现震荡整理态势， 并且成交量

与持仓量均有所下降， 表明当前市场多空

双方虽然博弈激烈， 但尚无力量改变市场

现状，所以多空双方依然处于胶着状态。

张皓表示，这种博弈状态的产生，一方

面是因为市场增量资金入市速度趋缓，存

量资金又逐渐流出， 再加上受到近期打新

资金分流影响， 所以当前期指市场量能持

续萎缩， 导致多空双方暂时无力打破当前

市场震荡区间。

资金面上， 昨日6只新股上市交易，吸

引部分资金涌入打新，上周(11月30日至12

月4日)证券保证金净流入3093亿元，为连

续第4周净流入。 此外，两市融资余额出现

五连跌。

“另一方面，当前现货市场缺乏能够持

续领涨的龙头板块， 市场热点分散并且持

续性差， 无法形成赚钱效应并且吸引资金

入市参与，所以导致市场人气日益涣散，成

交量萎缩，市场反弹乏力，持续呈现缩量阴

跌走势。 ”张皓认为。

从具体成交持仓数据来看，IF1512成

交1.47万手，持仓3.32万手，日减仓994手；

IH1512成交5627手，持仓1.19万手，日减仓

487手；IC1512成交8429手，持仓1.53万手，

日减仓111手。

王黛丝表示， 昨日期指多空主力继续

离场，IF1512前20主力多空延续减仓，空头

减仓359手，多头减仓626手，在区间中枢突

破无力消磨了多方信心。 市场在多空存量

拉锯中提前往远月移仓，缓慢收敛基差，短

期继续维持区间内震荡模式。

蛋价短期有望偏强运行

□本报记者 马爽

国内鸡蛋期货自11月23

日创出新低3128元/500千克

后，便展开反弹，但反弹之路并

不平坦，近日期价更是呈现出连

续走低态势。 业内人士表示，部

分地区鸡蛋运输及供应回归正

常、 流感事件未出现规模扩散、

存栏数据继续向好及豆粕等饲

料原料成本下降等因素共振，鸡

蛋期价反弹遇阻。 展望后市，预

计短期受元旦、 春节提振影响，

蛋价仍有望偏强运行，但上涨幅

度将有限，而后市新增开产逐步

增加，同时元旦、春节提振结束，

蛋价有望重新步入下跌格局。

目前来看， 尽管鸡蛋期价

存在节日备货预期，但近月合约

反弹仍受阻，而远月合约也继续

呈现弱势格局。 昨日，鸡蛋期货

继续震荡走弱， 主力1605合约

开盘报3200元/500千克， 最低

报3173元/500千克， 收报3176

元/500千克，跌31元或0.97%。

“近期， 鸡蛋期价反弹遇

阻主要原因： 一是前期雨雪天

气好转， 地区间鸡蛋运输及供

应回归正常； 二是前期流感事

件未出现规模扩散， 市场对其

敏感性和关注度略有降低；三

是10月存栏数据继续向好；四

是豆粕等饲料原料成本下

降。 ” 美尔雅期货农产品分析

师张翠萍表示。

张翠萍指出， 导致鸡蛋期

价近期走势分化的主要因素在

于当前鸡蛋现货市场形势与市

场对远期鸡蛋供应充足预期之

间的博弈： 随着元旦和春节临

近，市场备货需求增加，加之个

别地区零星出现的流感事件，鸡

蛋现货价格维持稳中略涨态势，

抑制1601合约下行空间； 对于

远期合约来说， 不管是育雏鸡、

后备鸡补栏还是蛋鸡，总存栏量

较去年同期都在继续改善，且成

本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增加养殖

户继续补栏的积极性，“年轻

化”仍是蛋鸡结构的主要特征。

现货方面，11月下旬以来，

蛋价震荡偏强， 短期蛋价以稳

为主。目前主产区均价为3.71元

/斤，较12月月初上涨1.74%。

从基本面上来看， 芝华数

据禽蛋研究经理杨晓蕾表示，供

应方面，从长期来看，受今年夏

季补栏较差影响，目前在产蛋鸡

存栏量出现断栏期，市场上小蛋

占比非常少；但由于受秋季补栏

积极性高影响，同时受蛋鸡饲料

养殖成本较低影响，目前每斤鸡

蛋养殖利润较高，养殖户淘汰意

愿不强，后市在产蛋鸡存栏量还

将继续增加。 从短期来看，部分

地区雨雪、雾霾天气影响鸡蛋运

输， 进而影响短期鸡蛋供应，目

前大部分地区收货正常偏容易，

其中东北地区收货好收，华北地

区收货偏难。

需求方面，受元旦、春节节

日提振影响，鸡蛋需求相比前期

有所好转，但受整体经济形势影

响，提振效果恐将有限。 目前大

部分地区走货较慢，其中华东地

区、中南地区走货较慢。

对于后市，杨晓蕾表示，短

期受元旦、春节提振影响，蛋价

仍有望偏强运行， 但上涨幅度

将有限； 而后市新增开产逐步

增加， 同时元旦、 春节提振结

束，蛋价将步入下跌。

张翠萍表示， 市场对明年

上半年鸡蛋供应仍存充足的预

期，加之需求淡季，预计1605合

约期价走势将明显弱于1601合

约， 而1509合约由于对应双节

消费旺季，不宜过度看空。

■ 机构看市

方正中期期货：在存量资金有限的情况

下多方选择退守， 但经过大幅度下挫后，在

没有集中利空出现的前提下市场回调空间

基本到位， 上证

3440

点是前期平台支撑位。

此外主力投机空单在获利后已经出现集中

离场现象，印证下方存在支撑。

IH

价差已至

历史高位，回归压力较大。

IF

和

IC

同样存在较

高的回归概率。 操作上，多单可选择进场。

西部期货：市场弱势调整，成交量维持

前值水平。 综合来看，目前现货量能不济，

两市融资走低，数据公布不及预期，股指期

货或延续弱势震荡，投资者观望为主。

瑞达期货：市场上涨信号不明确，大概

率呈区间震荡态势。 从盘面来看， 沪指

3460

点支撑有力， 经过连续几日调整，沪

指下跌空间有限；结合周三沪股通与沪深

两市资金小幅度流入、热点活跃度有所增

强、连续几日缩量调整来看，周四沪指或

弱势震荡向上；三大期指以偏多思路参与

日内交易。 （张利静 整理）

美加息渐近 原油仍在跌途

□中盛中天研发部 周智诚

油价虽然在今年8月份创出了37.74

美元/桶的低点， 但这并不是年内最低

点，12月8日油价一举下滑至36.62美元/

桶。 全球投资者都有疑问：难道产油国们

就想贱卖资源吗？ 低价能源又能带来怎

样的好处？

首先要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主要成员国的想法。OPEC主要由中东的

海湾国家和一部分非洲、拉美产油国组

成，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沙特和阿联酋

等海湾产油大户。上周五（12月4日）刚

刚结束的OPEC半年度会议在油价如此

之低的情况下都没有触及合作减产和

保护油价的问题，在石油市场已经供过

于求的情况下居然还把会议前的3000

万桶/天的产量上限提升至3150万桶/

天，可据路透社的调查，11月OPEC日均

产量已经达到3180万桶。

沙特等国如此超产石油的理由也很

明确，那就是用自己油田的低成本石油

打击美国国内的高成本页岩油气产业，

巩固甚至扩大自己的石油市场份额。 这

一战略执行一年多以来， 至少在统计数

字上显现了效果：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

斯截至12月4日的数据显示， 美国国内

活跃石油钻井数减少至545座， 过去14

周内有13周减少，目前的石油钻井数约

为去年同期 1575座的三分之一，是

201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很显然，

生产成本较高且产量稳定性不好的页

岩油井在油价大幅走低的情况下，不断

被迫关闭，沙特的战略似乎赢了。 但所

有产油国也清楚，如此“流血” 是有代

价的。 OPEC不讨论减产以抬升油价的

问题已经令组织内部怨声载道，个别成

员国甚至对是否继续保留OPEC

成员国身份产生质疑。

另一个真正作手是美联储

和华尔街。 美国在2008年爆发危

机之后为了不让整个金融体系

全面崩溃，被迫采取了大规模量

化宽松（QE）和近零利率等超

常规措施，先是大规模推升了黄

金、石油、铜等基础产品的价格，

在经济和就业形势显著改善之

后又逐步缩减和终止QE并营造

“重返利率正常化” 的气氛，令黄金、

石油、铜等价格走向暴跌，令本国居民

以最低价格消费基础原材料， 充分享

受经济复苏的好处。

中盛中天分析师认为，由于进口石

油向来是美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源头，低

油价实际上是帮美联储用最好的方法

控制住了通胀， 令美联储不必过早加

息；此外华尔街和美联储还要继续把油

价控制在低位一段时间，让美国经济在

最低能源成本、最低资金成本、最宽松

货币政策和就业强劲的情况下尽可能

延长增长时间。

■ 记者观察

供给侧改革：

让有色行业主动适应需求下降

□本报记者 张利静

业内人士表示， 当前凯恩

斯理论失灵， 货币政策陷入两

难， 货币层面宽松无法刺激传

统行业的需求， 市场需要的是

供给侧改革，彻底去库存、去产

能， 让供应层面主动去适应下

降的需求。

大宗商品作为与经济周期

息息相关的品种，面临着需求下

滑、萎缩的困境。从用电量、波罗

的海指数、房地产指标等可看出

相应的困境。 数据显示，

10

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

0.24%

，

增速同比回落了

3.3

个百分点，

1-10

月累计同比增速为

0.74%

，

降至

2010

年以来的新低；波罗的

海散干货指数

11

月份降至

500

点

下方，创历史新低；房地产开工

及投资继续萎缩。

中粮期货李琦认为， 过去

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以货币宽

松及投资为驱动的高速增长期，

当前中国经济低增长成为新常

态， 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依然

存在。 从有色金属终端消费行

业表现来看， 受到中国宏观经

济总体趋势的影响，房地产、空

调、 汽车及电力等行业的表现

疲软， 进一步加大了有色金属

品种的供需压力。

李琦表示， 在这样的情况

下，

2015

年有色金属价格下跌，

但部分产业链环节由于利润空

间依然存在，产能继续扩张。 供

应层面，除了国内镍金属产量开

始收缩之外， 其余品种仍在扩

张。 其中，铜矿供应充裕但冶炼

有瓶颈，因需求萎缩，库存消费

比仍在上升；铅矿再生原生供应

分化，需求长期下滑；锌矿供应

仍宽裕，锭库存增加，需求继续

收缩，库存仍待消化。

与此同时， 金属还承受着

宏观利空的冲击。 近期美联储

官员也频繁发表讲话， 纷纷传

递了加息临近的信号。 从美联

储官方表态看， 市场基本认为

12

月加息是大概率事件。 经济

好转及加息预期助推美元维持

强势，

11

月美元指数最高飙升

至

100.17

，距离

2015

年

3

月高点

100.42

仅一步之遥。 预计在美

联储年内最后一次议息会议之

前，即

12

月

15-16

日

FOMC

会议

前， 美元的强势都将压制基本

金属走势， 有色金属走势将雪

上加霜。

因此， 部分收储解决不了

过剩的局面，大量收储不符合供

给侧改革的目标；此外，减产并

非一蹴而就或只停留于“呼吁”，

彻底去产能、去库存才是减产的

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在钢铁行

业， 减产并未带来价格止跌企

稳， 因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钢铁行业减产的量少于需求

缩减的量，库存仍在增加。

供给侧改革强调减少政府

干预，降低过剩产能，去库存及

创新供给，此外，减税等降低企

业负担则是符合供给侧改革的

重要思路。

李琦认为，对于企业而言，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降低成本是

企业的发展思路；在价格下行的

大趋势中， 捕捉逆趋势时机，建

议企业调整好库存水平，高度重

视风险管理和保值工作；不存侥

幸心理， 积极销售而不囤货，保

证现金流，渡过寒冷严冬。

业内人士表示

可考虑买入虚值认购期权

受50ETF价格反弹带动，昨日50ETF认购期权

合约价格多数小幅回升， 认沽期权合约价格多数下

跌。平值期权方面，12月平值认购合约“50ETF购12

月2350” 收盘报0.0611元，上涨0.0050元或8.91%；

12月平值认沽合约 “50ETF沽12月2350” 收盘报

0.0510元，下跌0.0090元或15%。

成交方面， 周三期权成交量回落， 共计成交

170966张， 较上一交易日减少18.78%。 PC� Ratio�

昨日回落至0.73， 上日为1.01。 期权总持仓614625

张，较上一交易日增加1.89%。 “昨日P/C� Ratio成

交量下降明显在0.715左右， 表明多空斗争明显，投

资者近期可以持现货观望， 或考虑买入虚值认购期

权。 ”海通期货期权部表示。 波动率方面，昨日认购

期权隐含波动率整体小幅回升， 而认沽期权隐含波

动率整体小幅下降。

对于后市，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表示，短期内

市场出现暴涨暴跌的概率较低， 在缺乏重大驱动因

素情况下，市场走势料将震荡偏弱。 操作策略上，针

对持有50ETF或大量蓝筹股的投资者，建议在持有

现货的同时买入认沽期权构建保护性认沽策略，或

卖出认购期权构建备兑策略。 而在此前构建卖出跨

式或宽跨式策略的投资者可以继续使用该策略。 但

无论何种操作，布局前务必设定好止损。（马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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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31 991.32 984.03 985.51 -9 987.25

易盛农基指数

1119.38 1121.21 1114.49 1115.61 -8.13 11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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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2 58.72 0.00 0.00

商品期货指数

666.34 667.92 670.56 664.73 667.42 0.50 0.07

农产品期货指数

800.27 795.70 801.31 793.66 800.99 -5.29 -0.66

油脂指数

535.61 530.32 537.58 528.48 537.90 -7.59 -1.41

粮食指数

1172.09 1169.78 1176.05 1165.25 1170.46 -0.68 -0.06

软商品指数

783.86 779.29 786.18 778.88 783.67 -4.38 -0.56

工业品期货指数

575.68 580.19 581.31 573.72 577.10 3.09 0.54

能化指数

539.97 546.53 549.05 539.03 541.48 5.05 0.93

钢铁指数

347.75 347.09 349.70 345.79 348.50 -1.40 -0.40

建材指数

435.00 438.10 438.38 434.44 436.06 2.04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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