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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期货：市场信心逐渐修复，沪指2850点“政策底” 支撑明显，汇率春节前夕企稳

可期，12月进出口数据的大幅改善。 监管层再次对董监高减持作出明确指示，5%以上的

大宗交易疑似被窗口指导，注册制的进程将慢于市场预期，这将进一步缓解市场极度悲

观气氛。 对于金融体系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多点耐心，随着政府的干预、汇率渐

稳，市场有望重回正常市，每次深度回调皆是逐步建仓良机。

瑞达期货：各利空因素逐步消化，沪指双底格局形成，沪指重返3000点，但两市量能

较为低迷，周五重点关注量能变化。 市场信心仍处于大跌之后修复性中，仍需时间修复。

策略上，多空围绕3000点博弈，以进一步夯实中期底部，为春季行情打下基础，周五注意

量能变化。

中航证券：后期创业板虽然还有震荡，不排除还有二次回落的过程，但整体来说很多

个股已经见底， 热点方面以超跌次新股为主要选择标的， 该指数见大底的概率大幅增

加。（叶斯琦 整理）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201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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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油出口 难掀市场波澜

□中信期货 袁媛

2015

年最后一天， 康菲石油公司与

油港运营商

NuStar Energy

完成第一艘

油轮装船。 随着奥巴马解除美国原油出

口禁令， 时隔

40

年后美国重启原油出

口。 在国际油价持续动荡和不确定之

际，虽然这将增加全球原油供应，短期

会加大油价下行压力， 但当前国际油

价低迷，美国原油出口量少，对市场影

响有限。

出口禁令其实禁而不止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原油出口贸易一

直没停过， 而且出口量还呈逐年上升之

势。

EIA

数据显示，

2015

年前

5

个月，美国

原油出口日均

49

万桶。 可见取消禁令对

油价和原油生产的短期影响不大。 尽管

如此， 这一举措将极大消除自由贸易的

摩擦和阻碍， 使得市场价格发现过程更

加稳健，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故解除禁令

将对美国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成

为国际基准原油产生积极影响。

相比

1975

年， 美国国内原油市场现

已出现质的变化。 一是国内产能极为充

足。 如

2014

年比

2013

年美国原油产量上

升

13.6%

，已经全面超过沙特，成为全球

最大产油国。 二是国内消费增长缓慢。

2014

年比

2013

年美国原油消耗量仅增加

0.004%

。 那美国原油生产厂商要求开放

原油出口的迫切心情可想而知。

美原油产量或下滑

随着禁令解除， 生产商可以自由出

口原油产品，但并不期望立即大幅度增

加出口量。据预测，

2016

—

2017

年原油和

成品油出口总和很有可能保持在当前

水平上。

另外，

BP

公司

2015

年世界能源统计

数据显示：

2014

年委内瑞拉、 沙特阿拉

伯、加拿大、伊朗和伊拉克

5

国原油储量

占全球

61.5%

，而且除了沙特以外，储采

比均超过

100

年。

尽管美国开采页岩油 （实质上是致

密油）有所成功，但仍居全球第

9

位，仅

占全球总量的

2.9%

。 也就是说，尽管美

国产量可以超过沙特和俄罗斯，但后劲

不足，原油出口不具备影响全球能源格

局的能力。

在供给侧，

2015

年原油生产部门投

资较少，分析人士对低油价环境将持续数

年形成共识，可以预计

2016

年美国原油产

量行将下降。 而与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

减少的原油产量，将会被包括将重返全球

市场的伊朗在内的中东石油所弥补。尽管

如此，对美国原油生产商来说，出口禁令

解除仍会产生些许积极影响。

长期利好美国相关产业的投

资和发展

解除原油出口禁令的另一影响，在

于美国出口的原油将涌向运输成本较低

且有炼油需求的地区。 这可能意味着美

国对亚洲地区的原油出口将增加。

美国原油出口的方向， 将取决于美

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炼油能力的发展程

度， 以及在竞争性原油资源地之间的运

输成本。 美国炼油厂具有极高的成本效

率， 它们不仅能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竞

争， 而且迫使世界各地的炼油厂都不得

不更加重视运输和存储成本。

在世界范围内， 新建炼油厂普遍很

难获得许可，想要新建炼油厂，需要数十

亿美元的投入、 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需

求来源， 以及将原油从来源地运送到新

炼油厂的合理的运输成本。 相比之下，美

国竞争优势显而易见。 换句话说，解除出

口禁令虽然对全球市场油价影响不大，

但未来几年内， 美国成品油出口有望保

持在相当可观的水平上， 而其它一些国

家和地区的产量则可能受到挤压。

期权隐含波动率以震荡为主

□本报记者 马爽

昨日50ETF认购期权合约价格全线上

涨，认沽期权合约价格全线下跌。平值期权方

面，1月平值认购合约“50ETF购1月2150”

收盘报0.0522元，上涨0.0046元或9.66%；1月

平值认沽合约“50ETF沽1月2150” 收盘报

0.0717元，下跌0.0182元或20.24%。

成交方面，周四期权成交较为活跃，共

计成交256722张 ， 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47988张。 其中，认购、认沽期权分别成交

145262张、111460张。 PC� Ratio回落至

0.767，上日为0.785。持仓方面，期权未平仓

总量共计增加25919张，至597099张。 成交

量/持仓量比值回落至43%。

波动率方面，昨日，期权隐含波动率以

震荡为主。 截至收盘，1月平值认购合约

“50ETF购 1 月 2150” 隐含波动率为

36.21%；1月平值认沽合约 “50ETF沽1月

2150” 隐含波动率为37.62%。

对于后市，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表示，

虽然昨日大盘并未创出新低， 但现在判断大

盘已企稳反弹为时过早， 市场情绪的修复还

需要时间。 建议投资者在大盘并未有明确反

转信号出现前，保持谨慎，切莫盲目抄底。 期

权操作策略上， 建议可继续持有熊市垂直价

差组合。无论使用何种策略，请投资者务必提

前设置好止盈止损，并严格遵守交易纪律。

业内人士：油价不会长期低于30美元

□本报记者 官平

1

月

12

日， 美国原油期货收跌

0.97

美

元或

3.09%

报

30.44

美元

/

桶， 创

2003

年

12

月以来新低（盘中曾出现

29.97

美元

/

桶，

跌破

30

美元

/

桶心理关口）。

2016

年初，

原油便遭遇

7

连跌，

2

月

WTI

原油期货合

约累计下跌

17.82%

。

12

日

Brent

原油收

跌

0.69

美元或

2.19%

， 报

30.86

美元

/

桶，

累计下跌

17.22%

。

生意社首席分析师刘心田认为，

30

美

元

/

桶不是原油市场新常态，年初大跌只是

为市场认识到原油新常态做铺垫与准备

（让市场接受原油的价格也可以这么低）。

但原油价格不会长期低于

30

美元

/

桶，新常

态下油价应在

35-45

美元

/

桶之间波动。

2016

年年初原油

7

连跌创出

12

年来新低，将

会拉动大宗产品价格继续走低， 但是当前

低点不会是

2016

年的最低点，原油在

5

、

6

月

份或

7

、

8

月份仍有可能出现新的低点。

美国至

1

月

8

日当周

API

汽油库存大

幅增加

704

万桶，前值为增加

710

万桶；精

炼油库存增加

367

万桶， 前值为增加

560

万桶。 伊朗与沙特交恶可能引发恶性竞

争而原油产量进一步增长。 在全球原油

供大于求的背景下， 受世界经济疲软、

欧元、日元、英镑对美元汇率走低、美元

指数走强等综合因素影响，油价出现大

幅下跌。

业内人士认为， 在中国经济增速趋

缓全球经济疲软形势下，对原油需求增长

预期减弱，沙特与俄罗斯竞争、伊朗原油

增产以及美国页岩油减产有限的情况下，

原油供大于求局面更加严峻。油价可能会

进一步走低，迫使产油国无利可图进而减

产，恢复供需平衡。 油价或在短中期内跌

至

20

美元

/

桶， 低于某些原油企业生产成

本而迫使其停产改变供需局面，之后有望

企稳回升。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6-06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配股简称：太证配股；配股代码：760099；配股价格：4.24元/

股

2、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6年1月15日（T+1日）起至2016年1月

21日（T+5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

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3、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6年1月22日（T+6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6年1月25日（T+7日）

公告配股发行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4、 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摘要和配股发行公告于2016年1月12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本次发行的配股

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查询。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

行公告。

6、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公司2015年1月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以及2015年1月29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公司2015年6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明确配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的议案》； 公司

2015年8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明

确本次配股发行股票具体事项的议案》及《关于本次配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的议案》，将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人

民币45亿元” 并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公司

2015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并于2015年11月17

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配股发行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配股有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14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2016年1月14日（股权登记日，T日）上

交所收市后太平洋股本总数3,530,467,026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

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售股份总额为1,059,140,107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总数为3,305,467,026股，可配售991,640,107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总数为225,000,000股，可配售67,500,000股。

4、募集资金数量：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45亿元（含发行

费用）。

5、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其

可配股份。

6、配股价格：4.24元/股。

7、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对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2016年1月14日

（T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2）网下发行对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2016年1月14日

（T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8、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由主承销

商负责组织实施。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2016年1月12日

（T-2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上路演

公告、停牌公告

正常交易

2016年1月13日

（T-1日）

网上路演（上午09:30-11:00） 正常交易

2016年1月14日

（T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6年1月15日至

2016年1月21日

（T+1日）至（T+5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网上网下配股截

止于T+5日15:00点）

全天停牌

2016年1月22日

（T+6日）

获取保荐机构清算数据

发行成功，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6年1月25日

（T+7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

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16年1月15日（T+1日）起至2016年1月21日

（T+5日） 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

权。

2、配股缴款方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

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 在股票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

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760099” ，配股简称“太证配股” ，配股价格4.24

元/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30），可

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

看“太证配股” 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

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截止时间为2016年1月21日

（T+5日）15:00点） 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帐户中划付认购资金，同

时传真《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及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或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上海股东账户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需）、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在主承销商处办理配

股缴款手续。 传真号码010-66578966，咨询电话010-66578999。

配股价格为4.24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

配售比例（0.30），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资金请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单位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户 名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

账 号 452059213736

大额支付系统号 104290003582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汇款用途为“XXXX认购太证配股” 字样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XXXX认购太证配股” 字样，请确保认购资金于

2016年1月21日 （T+5日）15:00点之前到达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帐

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申购。敬请留意款项在途

时间，以免延误。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汇出认购款的资金帐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

退款银行信息必须一致。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389号志远大厦18层

联系人：栾峦

电话：0871-68885858-8191

传真：0871-6889810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卫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中银国际证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6578999

传真：010-66578966

特此公告。

发行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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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品种进口创纪录

中国需求能否提振大宗商品“驱熊入牛”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在大宗商品低迷之际， 中国依然是

全球市场需求的“救世主” 。 日前公布

的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原油、

大豆和铁矿石等进口创记录， 铜进口创

历史次高。

有分析师认为，在2015年大宗商品价

格不断下挫，多个商品价格甚至跌破2008

年金融危机低点， 中国逢低大量买入，表

明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错。 反过来，这也

将支持大宗商品加快“驱熊入牛” 。

中国大量买进便宜的石油、铜、铁矿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12月，

中国主要大宗商品进口数量环比全线

增长。 不过，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

幅下挫， 以美元计价的12月全国进口

总值受到拖累，同比下降7.6%。去年全

年进口总体呈现 “增速放缓、 价格下

跌” 局面。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5年， 中国原

油进口量增长8.8%， 铁矿砂进口量增长

2.2%，全年铁矿石进口量总计为95272万

吨，创历史记录；铜进口量下降0.3%，创历

史次高。

从12月进口数量来看，铁矿石、粗铜、

原油、煤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数量较去年

11月全线增长，其中，原油、成品油及钢材

环比增幅均超过20%，成品油环比增幅更

是高达51.31%， 延续了11月进口环比增

长的局面。 铁矿石当月进口量创下历史最

高纪录。

分析人士认为， 乐观的进口数据与

2015年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跌跌不休不

无关系。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中

国进口价格总体下跌11.6%。 其中，2015

年中国铁矿砂、煤、成品油、铜等大宗商品

进口价格同比跌幅分别为39%、21.8%、

38.3%、17.1%。

原油进口料继续保持“好胃口”

中国因素是决定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的关键性力量。 根据IMF的统计,在2014

年以PPP计算的全球GDP占比中,中美两

国占比分别为16.6%和16.1%。 而对全球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汇率法和PPP法

所测算的平均值, 中国占比在34%左右,

而美国在19%左右。

石油和铜、铁矿，这些工业“大块头”

进口量与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分析人

士认为，未来石油和铜进口将大概率继续

增长，而铁矿需求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中国“吃进” 的商品中，原油进口

规模蔚为可观。 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原

油进口规模达到史无前例的3.34亿吨，进

口同比增加8.8%，至3.34亿吨，大约相当

于每天进口670万桶原油。 行业研究机构

安迅思预计，中国2016年的进口量将总计

740万桶/天，超过美国的726万桶。

这背后，一方面是因为2014年中期以

来油价下跌超过50%。 另一方面，费氏全

球能源咨询公司 （FGE） 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两个因素推动2015年中国进口增长，

一个是小型独立炼厂产生的新需求，这些

炼厂2015年下半年获准使用进口原油；另

一个因素是战略储备和商业收储。

2015年初， 国家发改委下发的 《通

知》显示，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原油加工

企业优先使用进口原油。 中国地方炼厂占

中国原油总加工能力的近三分之一。 在此

前， 中国的原油进口行业一直以来都是

“两桶油” 的天下。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原油进口2016年

料进一步加快，其中私营炼厂将占到总量

的近五分之一。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成品

油出口的放松或将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从储备能力角度来看， 路透认为，中

国在2015年1-11月期间将石油储备增加

了1.47亿桶， 并且今年可能进一步购买，

因新建储油设施已可以使用。

大宗商品或于低迷中渐见曙光

虽然很多人对中国铜进口数据保持

质疑， 因中国近两年盛行的金属融资贸

易。 但这并不妨碍分析师对中国铜需求的

看多。

部分分析师认为，2015年铜的靓丽

进口数据背后， 可能存在诸多实际需求

之外的因素。“可能是一些进口商此前延

迟了2015年合约铜船货的到货时间，这

可能会提振12月，也可能是2016年1月的

到货量。” 部分贸易企业会选择在春节前

提前结汇。

也有人认为，近期海关出口先导指数、

波罗的海指数均指示外贸疲软态势， 外贸

数据的改善可能部分来源于融资贸易。 由

于去年12月存在许多套利机会， 因此不排

除融资驱动现货精炼铜进口。同时，出口商

急于在最后一个月将2011年全年的贷款

额度用完，亦对进口的增加有所贡献。

数据显示，2015年12月， 中国未锻轧

铜及铜材进口量环比增加15.2%， 至53万

吨， 为继2014年1月触及536,000吨之后

的月度第二高位水平。

“肯定有一些价格诱发的采购，” 澳

新银行驻悉尼Daniel� Hynes表示。“不过

我不认为铜需求顶峰已经过去。 ”

但当前的经济形势令一些投资者缺

乏信心，他们认为，因经济增长放缓和人

民币贬值忧虑抑制需求， 铜需求前景较

难确定。

黑色方面，随着煤炭、铁矿石等产品

的价格持续下跌，低廉的原料价格吸引了

国内企业的采购兴趣。中国12月铁矿石进

口量环比大幅增长17.2%至9627万吨，再

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0.9%，当月，煤炭

进口量也环比增长9%。

然而，从全年的进口数据来看，国内

对原材料的需求并不是那么理想。 2015

年， 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到9.53亿吨，比

前一年只增长了2.2%， 远低于2014年

13.8%的增速。 而煤炭全年进口量同比更

是大幅减少了30%。

国信期货矿钢分析师施雨辰表示，

去年12月的黑色产品进口大增，一方面

是由于国际商品价格低廉， 另一方面是

国内的生产商前期一直维持低原料库存

策略，需要补充库存。 但从2016年来看，

国家对环保治理力度的加大， 以及化解

过剩的钢铁等行业的产能，意味着2016

年的国内钢铁和高耗能行业产品的产量

有可能出现负增长， 大宗商品进口量难

以持续增长。

多位接受采访的分析师认为，2016年

中国经济将是一个见底企稳的过程，大宗

商品也料将在低迷中不断看到希望，但这

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需求量依旧是

大宗商品价格的晴雨表。

量价齐升 股指期货底部或现

□本报记者 叶斯琦

周四， 期指早盘低开之后

走势震荡， 不过午盘开盘之后

开启了绝地反击模式， 各合约

纷纷走高，快速收复失地。分析

人士认为， 虽然后市可能仍有

反复，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利

空因素基本消化， 政策面呵护

明显，技术上存在较强支撑，因

此市场底部逐步显现， 短线有

望延续反弹。

期指午盘绝地反击

截至昨日收盘， 沪深300

期 指 主 力 合 约 IF1601 报

3204.6 点 ， 上 涨 35.6 点 或

1.12%； 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

IH1601报2129.0点，上涨14点

或0.66%；中证500期指主力合

约 IC1601报6078.0点， 上涨

129.6点或2.18%。

现货方面，沪深300指数、

上证50指数和中证500指数分

别上涨2.08%、1.26%、3.39%。

期现价差方面， 截至收盘，

IF1601、IH1601 和 IC1601 合

约分别贴水16.97点、3.08点和

46.82点。

中信期货投资咨询部副

总经理刘宾指出， 周四指数

低开之后震荡回升， 午后上

涨加速，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点：首先，本轮压制市场最大

的担忧因素之一是人民币贬

值，在近期得到明显缓和；其

次， 本轮压制市场的最大担

忧因素之二是大股东减持，

近期不但监管层出台限制措

施，企业也主动表示不减持，

尤其周四创业板一俱乐部也

传出倡议维稳，承诺不减持，

激发了创业板的反弹动能；

第三， 沪综指逼近8月的低

点2850点，技术上遇到较强

支撑， 而且严重超卖存在修

复需求， 一些股票跌出了投

资价值。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员彭博

进一步指出， 证监会关于注册

制的声明使得市场恐慌情绪有

所缓解，创业板领头大涨。近期

的强军政策及军队改革又使得

航空及军工板块大幅飙升，带

动股指上行。此外，部分蓝筹股

已经处于非常好的位置， 引发

资金入场抄底。

分析人士还指出， 此前两

个交易日大幅下跌中期指抗

跌， 周四的反弹中期指表现又

略显滞后， 这一方面是因为期

指交易受到限制后波幅小于现

货指数， 另一方面期指基本没

有融资盘和质押盘的杠杆压

力，除非有明显投机资金介入，

否则市场表现相对现货更有

效。 期指下跌慢，上涨慢，一定

角度或许也反映了期指投资者

经历了去年的剧烈波动， 多了

几分理性。

短线有望延续反弹

持仓方面，昨日期指多空

双方均加快移仓换月的步伐，

当月合约大幅减仓，次月合约

大幅增仓。 总持仓方面，IF持

仓量减少222手至38490手，

IH持仓量减少171手至16165

手，IC持仓量则增加615手至

20459手。

刘宾认为，从总持仓表现

看，IC增仓， 而IF和IH减仓，

说明 IC的分歧仍然较大，虽

然 IC昨日反弹力度最大，但

在多空争夺中是否持续引领

反弹还是存在不确定性。IF和

IH的1601合约也都是多头减

仓大于空方， 但公布数据的

IF1602合约就呈现多头增仓

大于空头增仓， 说明还是多

空同步移仓的结果， 暂时还

不能判定多空优劣势力转换

的情况。

彭博表示，展望后市，短期

市场底部已经基本确立。不过，

临近过年，市场情绪较为清淡，

成交也并不活跃。 虽然短期反

弹走势基本已经确立， 但本次

下跌势头较猛， 反弹高度仍有

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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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74 989.19 981.98 987.25 0.70 986.17

易盛农基指数

1099.17 1105.16 1099.17 1104.01 2.47 1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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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4 59.03 -0.09 -0.15

商品期货指数

673.21 676.34 677.41 670.04 672.57 3.77 0.56

农产品期货指数

803.13 803.54 806.79 800.92 801.37 2.17 0.27

油脂指数

529.12 526.44 531.52 525.00 526.87 -0.42 -0.08

粮食指数

1194.15 1190.65 1194.66 1188.57 1194.70 -4.05 -0.34

软商品指数

780.43 778.45 780.72 775.86 779.38 -0.93 -0.12

工业品期货指数

583.64 587.71 588.06 579.58 583.55 4.16 0.71

能化指数

547.12 549.09 549.81 542.19 546.78 2.31 0.42

钢铁指数

360.70 363.97 364.15 357.83 360.14 3.83 1.06

建材指数

448.25 452.37 452.58 446.43 448.18 4.19 0.93

多空巨头携手离场

沪镍反弹恐难持久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当投资者惊叹于油价的跌

跌不休时，有色金属多头却突

然反攻，在昨日发起了一轮反

弹。 其中沪镍领涨，创新年以

来单日最大涨幅。 分析人士认

为，空头回补及消息面利好刺

激沪镍低位反弹，但行业基本

面依然偏弱，预计仍将维持弱

势格局。

多空巨头携手离场

昨日沪镍主力1605合约

全日上涨1100元/吨或1.66%。

现货方面， 昨日国内现货贴水

减小，贸易商高位出货，下游高

价接货意愿减少， 市场成交一

般。 昨日金川公司上调电解镍

（大板） 出厂价至67000元/

吨，桶装小块上调至68200元/

吨，上调幅度1000元/吨。

持仓量上，沪镍主力1605

合约持仓量减少3.135万手至

47.33万手。上期所盘后持仓数

据显示，周四空头前20席位大

举减持空单8326手，其中第二

空头永安期货减持4904手、排

名十四位的光大期货减持空单

4138手；多头前20席位亦减持

7606手多单，前两大多头席位

大越期货和南华期货分别减持

2356手和1187手。

对此，银河期货分析师李

莹分析认为：“周四沪镍大幅

反弹，持仓量减少、成交量增

加，空头离场带动镍价大涨。

同时国内股市大幅反弹，带

动市场做多情绪， 金属全线

上扬。 ”

广州期货分析师徐闹表

示，近期资金分歧较大，空头

回补积极， 且现货市场抄底

者囤货， 现货升水上涨对期

镍形成支撑， 短期沪镍走势

预计低位震荡。 操作上，建议

投资者观望为主， 空单可适

当了结。

反弹空间或有限

近期金属走势主要受国内

股市及汇率影响。 李莹表示，

LME镍价新低后企稳反弹，或

引领沪镍跟随反弹， 沪镍波动

性较大， 均线系统呈现空头排

列，昨日站上5日均线，近期现

货市场情况较之前有所好转，

沪镍或仍有上行空间。

不过， 对于沪镍的反弹高

度，市场并不看好。汇丰银行表

示， 镍矿石的库存高达77.3万

吨， 将需要约三年才能去掉一

半库存。

中信期货分析师吴锴表

示， 近期市场在连续大幅下挫

后略显持稳， 不过整体局势依

然较弱，而在春节前后，市场需

求萎缩，基本面难有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