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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外围不确定性再次升温 

韩倞 

行情回顾： 

上周上证指数收于 3354.04，周涨 1.33%，深证成指收于 13648.5，周涨 0.08%，

创业板指收于 2749.95，周跌 1.63%。行业板块方面，国防军工和有色金属领涨，

休闲服务和食品饮料领跌。 

三大指数方面，沪深 300指数周涨 0.27%，最终收于 4707.93点；上证 50指

数周涨 0.44%，最终收于 3263.75点；中证 500指数周涨 1.66%，最终收于 6688.88

点。 

股指期货方面，IF2008、IH2008和 IC2008周度走势分别为 0.52%、0.61%和

1.63%。 

后市展望： 

上周央行发布 2020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

由一季度的“短期面临的巨大挑战”转为“明显好于预期”，此外虽然货币政策的

相关表述仍然重申“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删除了“强化逆周期调节”，并且反

思了海外国家低利率带来的负面影响。整体来看，央行货币政策表态较一季度有所

收敛，但短期不会出现大幅转向，未来利率大概率保持平稳。 

上周外围市场的不确定性扰动再次升温，并在周五对市场产生明显拖累。继此

前美国要求抖音出售海外业务后，上周美国宣布“网络清理计划”，并且上周五美

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与 TikTok 和微信的所有交易，

该行政命令将在 45天后生效，受此影响 A股市场一度大幅下滑。随着美国大选进

入激烈的角逐阶段，中美摩擦将再次趋于频繁，未来外围不确定性的扰动将继续压

制短期市场风险偏好。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短期外部不确定性的升温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持续，而市场

目前又运行至近期震荡区间的上沿附近，所以短期指数进一步冲高突破的可能性

较小，大概率继续维持区间震荡盘整。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改善，下半年企业盈

利的复苏将继续驱动 A股中长期保持上升趋势。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短期以区间

操作为主，仓位较重的投资者需注意市场波动风险。中长期多单可谨慎持有。仅供

参考。 

策略建议： 

股指短期区间震荡对待，中长期继续保持乐观。 

风险提示： 



rUxXdWmWqUmMrQ7NaO7NtRqQtRqQlOnNuMeRmNoO8OpOoMxNmOxPNZqR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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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风险升温、政策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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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货热点品种评析】 

铜：铜矿加工费 TC 创新低，铜价回调空间有限  

孙二春 

行情回顾 

上周沪铜主力合约CU2009高位弱势，收于 51300元/吨，周跌幅 1.00%。

周五夜盘铜价大幅下挫 3%，跌破 50000元/吨关口。 

后市展望 

供应端，受主要铜矿产地疫情等因素影响，加工费 TC 周度下滑 0.28美元，

至 49.6美元/吨绝对低位。矿企二季度产量大幅下滑，从矿企对下半年产量预期来

看，三季度铜矿恢复力度相对有限，加工费 TC难有实质性回升，国内冶炼厂经营

压力延续（部分亏损至现金成本），精铜减产预期增强，从资讯机构调研的情况看，

7月国内冶炼厂已经加大主动检修力度，国内精铜产量同比出现负增长。 

需求端，国内实体经济稳步恢复，7 月制造业 PMI 超预期回升至 51.1，自 3

月份以来连续 5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从铜下游行业开工看，7月电线电缆开工仍

超过 100%，铜消费并不差。 

海外欧美实体经济逐步复苏，欧元区 7月份制造业 PMI回升至 51.8，美国 7

月 ISM制造业回升至 54.2，对国内铜消费的正向提振作用将逐步显现。（中国出口

至海外铜材中间品叠加终端产品占国内精铜消费量 20%以上）。 

库存方面，国内社会库存周环比上升 1.50万吨，至 28.44万吨。部分下游行

业进入季节性淡季，备货需求缓和，国内铜社会库存出现连续 6 周累库。但从全

球显性库存的角度看，库存水平仍处于相对低位（低于去年同期 25 万吨），库存

压力并不大。 

情绪层面，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加深市场悲观情绪，抑制基本金属金融属性。 

综上，我们认为虽然铜价在季节性消费淡季，外部悲观情绪等因素影响下出

现回调，但供应端铜矿相对紧缺问题短期难解决，冶炼厂减产预期延续，叠加消费

端海内外实体经济的复苏，铜价中长期走强的概率更大。 

策略建议： 

谨慎持有多单。 

风险提示： 

疫情发展不稳定；中美关系不稳定；实体经济超预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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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现实需求向上，成材仍有上升空间 

俞尘泯 

行情回顾 

上周钢材价格高开后小幅回落：期螺 2010合约周涨 74元每吨，热轧卷

板期货 2010合约涨 83元每吨。终端库存出现下降：截至 8月 7日，螺纹钢

库存环比下降 0.7%，其中社库减少 0.2%，厂库下降 2.2%，需求环比上升。

热卷库存增幅下滑，环比增加 1.2%，社库增加 1.6%，板材消费回升不及长

材。虽然进入 8月后，全国气温明显上升，工地开工仍受限制，但长材需求

已接近去年旺季水平。中美政治摩擦加剧，宏观不确定性增加，工业品价格

波动较大。 

后市展望 

上周钢材产量出现小幅回落，但铁水在品种间出现轮转，由于热卷利润

较高，部分大型钢厂从长材转产板材。同时废钢到货量出现回落，废钢价格

仍有上升空间，电炉利润继续收缩，短期建材产量或难有增长；同时唐山继

续限产，整体钢材产量难有变化。上周建材需求明显上升，表观需求接近去

年旺季水平。水泥价格止跌回升，工地开工旺盛。10月底前专项债预计投放

完毕，需求回升仍将持续。8月开始，国际宏观不确定性增加，工业品振幅

增大。但钢材需求主要在国内，产业基本面基本不受影响，但需关注情绪对

盘面的影响。整体来说，当前钢材延续供弱需强格局，宏观不稳增加市场不

确定性，预计仍能偏强运行。 

策略建议 

建议投资者谨慎持仓，区间操作为宜。 

风险提示 

钢材库存变化，钢厂检修进程，终端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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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港口压港增加，需求尚有支撑  

俞尘泯 

行情回顾 

上周铁矿高位回落，I2009周涨 58.5元/吨。本周我们认为矿石本周到港

预计维持高位，同时随着上周台风对疏港的影响解除，短期供应或继续增

加，铁矿存在回落风险。港口库存方面，截至 8月 7日，铁矿石港口库存为

11345.76万吨，较前周降库 56.96万吨；日均疏港量为 315.87万吨，环比

增 5万吨。到港量方面，上周全国 45港到港总量为 2528.2万吨，环比增加

161.1万吨。发货量方面，澳洲巴西 19港铁矿发运总量 2372.8万吨，环比

减少 81.5万吨；澳洲发货总量 1669.1万吨，环比减少 51.1万吨；其中澳洲

发往中国量 1355.7万吨，环比减少 131.6万吨；巴西发货总量 703.7万吨，

环比减少 30.4万吨。根据前期发运量预估，本周铁矿到港量预计继续上升。 

钢厂方面，截至 8月 7日，247家高炉开工率 91.41%，环比上周增

0.26 %；钢厂产能利用率 94.75%，环比增 0.25 %；日均铁水产量 252.22万

吨，环比增 0.66万吨。钢厂烧结矿库存为 1715.80万吨，环比增 46.26万

吨，烧结粉矿日耗 63.23万吨，环比降 0.45万吨。钢厂生产小幅回落，需求

有所减弱。 

后市展望 

展望本周，供应方面：上周铁矿石到港量增加，同时根据前期发运预

估，本周铁矿到港或延续上涨趋势，上周澳大利亚和巴西港口检修环比减少

23万吨，供应仍有一定压力。同时上周台风及集中到港的影响，在港船舶数

量有所增加，预计压港铁矿或在本周集中卸货，供应存在短期压力。需求方

面，高炉生产盈利有所下滑，但上周高炉开工率回升；钢厂烧结矿日耗维持

高位，整体铁矿的需求维持。全国港口库存小幅回落，但预计本周库存重新

上升。整体来看，铁矿供应维持高位，需求或边际回落，供需关系边际宽

松。虽然港口块矿和球团溢价维持低位，但钢厂对块矿用量接近峰值，同时

焦炭高价限制进一步提升空间。结构性问题短期尚不能引起铁矿价格大幅下

挫。周五大商所与钢协讨论扩大铁矿石交割品的可能，或降低交割品折盘面

价格。但不会影响现运行合约，对盘面价格影响有限。 

策略建议 

建议投资者短期观望，可逐步建立空单。 

风险提示 

巴西供应变化，铁矿到港量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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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全球制造业全线扩张，油价维持相对高位  

孙振宇 

行情回顾 

上周WTI 收于 41.60美元/桶，上涨 1.17美元或 2.89%；布伦特收于

44.69美元/桶，上涨 0.98美元或 2.24%；SC收于 281.8元/桶，下跌 2元或

0.71%。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全线扩张，帮助油价盘中创阶段新高，但中美

关系不断恶化以及美国需求持续疲弱，持续对油价施压。 

后市展望 

供应端：美国方面，7月 31日当周产量 1100万桶/天，环比减少 10万

桶/天，为近 7周首次环比下滑，同比减少 10.57%；8月 7日当周，美国石

油钻井数量环比减少 4口至 176口，油气总钻井数量下滑至 247口，连续 14

周创新低。OPEC+方面，海湾三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继续执行超额

减产，同时伊拉克 8-9月减产量将环比增加约 40万桶/天，基本抵消部分

OPEC同盟国的出口增量，但沙特下调 9月OSP，表明其对短期市场并无乐

观预期。 

需求端：中美欧 7月制造业 PMI分别录得 51.1、54.2、51.8，制造业全

线扩张，对长期需求构成提振。中国方面，国内水患导致的交通受损仍未恢

复，水上浮仓的全球占比不断增大，SC价格相对布油持续偏弱局面短期将持

续存在。美国方面，7月 25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环比减少 34.9万至 118.6

万，降幅为 6月以来最大；成品油消费方面，7月 25日当周，航煤、燃料油

库存分别减少 35.8万桶、52.6万桶，但汽、柴库存分别增加 41.9万桶、

159.1万桶，其中柴油连续创历史新高，表明美国需求复苏仍有较大不确定

性。此外，中美关系紧张，将持续对油价施压。 

综上，短期油市不确定性仍未解除，预计油价延续宽幅震荡的概率较

大，重点关注中美关系变化及美国需求动态。 

策略建议 

持多观望。 

风险提示 

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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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产品涨价，刺激终端备货增多 

刘倡 

行情回顾 

上周内外盘原油冲高回落，EG走高回落，TA走高。 

产业链方面，坯布出货略放量，终端负荷继续上升，江浙织机至 70%

（+4%）、加弹至 79%（+2%）、华南织机在 39%（+5%）。聚酯负荷因产

能基数增长略有下调，在 90%（-1%）。终端继续刚需采购，局部有增多原

料备货，聚酯库存整体去化。白坯库存小降。 

PTA嘉兴二期重启，华彬、台化、三房巷检修，负荷至 86%（-1%）；

EG红四方、兖矿停车，总体负荷至 54%（-3%），煤制负荷至 29%（-

10%）。TA库存继续上升，至 398万吨；EG港口库存回落至 147.3万吨。

TA周均现货上抬，至 730元/吨上下；EG石脑油、单体、煤制现金流亏损缩

小，内外价差在 0附近波动。 

后市展望 

原油和 TA涨价，叠加纺服旺季预期，终端投机性备货略有增多。尽管目

前长丝产品多亏损，但原料绝对低价以及聚酯库存去化下，聚酯负荷或能继

续维持。 

TA方面，装置检修刺激价格和毛利再度反弹，逸盛等装置检修概率降

低，不利 TA出现显著去库，8月库存或继续缓升。 

EG方面，红四方、兖矿预期外停车，煤制负荷创历史新低，国内整体负

荷同样走低；海外日本地区装置恢复，台湾地区仍有检修，进口预计不会显

著上升；8月 EG库存有望继续去化。但远期仍有新产能投放预期。 

策略建议 

TA供需弱改善，但资金拉涨价格和毛利后，不利 TA供需继续改善，向

上动力不足，建议维持观望。EG有预期外降负，库存继续去化，但目前价格

处于前高附近，且远期仍有新装置投扩，建议观望。 

风险提示 

原油回落；装置异动；规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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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及 L：油价或受黑天鹅波及，基本面弱平衡，短期震荡回

调  

赵奕 

行情回顾 

周内聚烯烃先扬后抑，为资金市状态，临近周末逐步回归基本面，PP周

涨 1.17%，L周涨 2.72%。上游油价偏强震荡，丙烯、乙烯、甲醇价格震荡，

成本端导向性不强。供应面，PP开工率升至 89.64%，PE开工率升至

93.70%，国内供应量逐步上升，但上中游库存整体压力不大，短期低库存支

撑仍存。需求面，下游开工率变化不大，需求不温不火。 

后市展望 

展望：聚烯烃国内产量逐步增多，PP进口窗口关闭，PE后续进口货源不

确定性强，需求端观望为主，低库存仍为当前期价支撑点，但美国新一轮刺激

方案谈崩，原油或受波及，预计聚烯烃短期将震荡回调；中长期来看，新产能

释放或作用于四季度，后续进口货源不确定性，同时下游也即将进入传统旺季，

远月合约不过看低，若低库存局面延续，则期价没有大幅下探的驱动； 

上游：原油方面，美国新一轮刺激方案谈崩，油价可能受到波及；丙烯、

乙烯、甲醇窄幅震荡，谨防原油回调造成的板块回调； 

供应：PP国内供应将缓慢增长，新产能释放多作用于四季度，且进口窗口

关闭，短期供应压力或低于预期；L开工率逐步攀升，外盘近月无新增装置，

前期美国、东南亚等进口货源已基本转移至贸易商处，三、四季度国外疫情或

将影响进口量，未来进口量不过看多。整体来看，两油库存在 68 万吨，较上

周升 2.5万吨，上中游库存有所累积，但仍处于往年中低位，短期难以观测到

库存拐点； 

需求：PP主流下游开工率小幅波动，塑编、膜厂产成品库存较多，且企业

订单平平，短期难有支撑；PE主流开工率窄幅波动，农膜开工率已逐步上升，

但管材需求小幅下降，预计 8月下旬-9月农膜将逐步进入旺季，增强 PE需求

韧性。 

策略建议 

PP&L：短期离场观望，中长期关注 PP-L价差收缩策略。  

风险提示 

国外疫情好转；新产能提前或推迟落地；油价异动；库存超预期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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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短期回调，中长线多单可继续持有  

林玲 

行情回顾 

上周郑醇主力合约MA09继续弱势下探，开盘 1728，收盘 1701，最高

1728，最低 1671，涨跌幅-1.33%。现货方面，上周内地甲醇市场僵持整理，

沿海甲醇市场稳中偏弱震荡。 

后市展望 

从基本面来看，近期内地检修装置复工较多，国内甲醇开工率回升较为明

显，上周全国甲醇开工率 68%（+6%），西北甲醇开工率 81%（+10%），上

周西北地区甲醇装置复工较多，包括新疆广汇、中煤榆林等。港口方面，上周

卓创沿海库存 139.32万吨（-7.92万吨），近期首次出现明显下降，但有一部

分下游提货原因，也有周初封港的因素，从 8月 7日至 8月 23日中国甲醇进

口船货到港量预估在 72万左右，预计后续港口压力仍存。装置方面，伊朗 ZPC、

Busher已复工，马油 170万吨、文莱 BMC和沙特 IMC已复工，新西兰 90

万吨装置和委内瑞拉两套装置检修，总的来说中东和东南亚检修基本结束，南

美装置检修更多。需求方面，上周传统需求整体稳定，MTO开工率迅速回升，

86%（+10%），上周宁夏宝丰 CTO装置恢复，且沿海地区部分MTO装置负

荷略有提升，所以甲醇制烯烃装置整体开工负荷明显提升。 

总的来说，目前甲醇盘面缺乏新的利好刺激，近期内地甲醇开工率逐步回

升，进口压力仍未见明显减轻，加之 09 合约走交割逻辑，期货向现货靠拢，

甲醇盘面继续下探。但大周期看，宏观和原油处于好转，甲醇估值偏低底部较

牢固。 

策略建议： 

远月合约中长线多单仍可继续持有。 

风险提示： 

疫情二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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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高位震荡 

李国强 

上周观点，震荡偏强。 

本周认为，震荡高位震荡。 

美国农业部公布 7月报告，小幅上调巴西大豆产量，美豆种植面积维持

高位，期末库存小幅调高。国际方面，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利多农产品价

格。原油价格高位震荡，植物油需求恢复。国内疫情反复，但仍然可控，对

市场需求影响相对不大。近期油厂进口大豆库存出现增加，油厂开工率企

稳。中美关系交恶，对国内豆类油脂有利多支撑。美豆季度库存数据显示，

截至 6月 1日美豆季度库存大幅下滑，但仍处于历史偏高水平。美豆种植面

积大幅增加，近期单产预期增加，可能对远期价格有压力。美国大豆的种植

成本在 850—880美分/蒲式耳，基本处于成本底部。豆油价格受原油偏强影

响整体震荡走高。 

策略建议： 

豆油震荡偏强，谨慎持多 

风险提示： 

豆油进口数量增加打压价格。 

棕榈油高位震荡 

李国强 

上周观点：棕榈油震荡偏强。 

本周认为，棕榈油高位震荡。 

棕榈油方面，马来西亚棕榈油局 7月报显示，6月棕榈油产量增加，需求

同样大幅增加，库存下降超过市场预期，对价格利多。国际疫情和原油暴跌的

影响已经反映在价格中。马来可能关停部分种植园，打压供应。需求方面，印

度、中国库存偏低将增加进口。印尼提高棕榈油出口费用以弥补生柴厂商的亏

损利多棕榈油需求，市场对未来需求预期增加，利多棕榈油价格。近期，东南

亚水灾导致棕榈油减产预期强烈可能带动价格大幅上涨。国内棕榈油库存下降

到 29 万吨。国内棕榈油的进口数量同比大幅增加，未来我国进口棕榈油可能

增加，这有可能带动外盘进口成本走高。棕榈油价格可能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策略建议： 

棕榈油高位震荡。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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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大幅增加；减产预期证伪。 

豆粕震荡走低  

李国强 

上周观点，震荡偏强。 

本周认为，油厂胀库，豆粕震荡偏弱。 

美国农业部公布 7月报告，小幅上调巴西大豆产量，美豆种植面积维持高

位，期末库存小幅调高。国际方面，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利多农产品价格。原

油价格高位震荡，植物油需求恢复。国内疫情反复，但仍然可控，对市场需求

影响相对不大。近期油厂进口大豆库存出现增加，油厂开工率企稳。中美关系

交恶，对国内豆类油脂有利多支撑。美豆季度库存数据显示，截至 6月 1日美

豆季度库存大幅下滑，但仍处于历史偏高水平。美豆种植面积大幅增加，近期

单产预期增加，可能对远期价格有压力。美国大豆的种植成本在 850—880美

分/蒲式耳，基本处于成本底部。近期国内豆粕库存走高，供求宽松，油厂出现

胀库催提现象，短期可能还将给豆粕带来压力。 

策略建议： 

震荡偏弱。 

风险提示： 

中美关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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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桂南干旱，郑糖反弹 

黄维 

行情回顾 

上周内外糖价反弹。 

后市展望 

国外方面， 美糖的这波反弹是由需求推动的，但是预计力度不强，美糖

继续上涨还需要供给端利多的推动。 

国内方面，1月合约大涨，远月合约大涨的触发因素是广西南部干旱。5

月以来桂南降雨大幅减少，6月份甘蔗进入伸长期，干旱对产量的影响较大。

不过桂中以及桂北降雨较好，没有受到影响。 

短期看，供应增加需求减少，现货压力较大。7月广西单月销糖 48万

吨，同比减少 9.2万吨，环比增加 6.5万吨。7月份国产糖销量依然比较低

迷，食糖消费未见明显回暖。 

长期看，进口政策没有改变的话，糖价已经处于底部区域。近期国内农

产品价格普遍上涨，白糖价格处于历史低位，关注供给端是否出现利多驱

动。 

策略建议： 

观望。 

风险提示： 

政策变化，疫情变化，极端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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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承压震荡整理 

梁芷若 

行情回顾 

上周主力合约 SP2009小幅高开后震荡走高，开盘 4404，收盘 4466，最

高 4470，最低 4380，周涨幅为+1.59%。现货方面，主要地区针、阔叶浆报

价周持平。外盘方面，部分外盘报涨，加拿大北木、凯利普上周报价分别调

涨 6美元/吨和 8美元/吨，外盘氛围局部好转，但观望情绪仍占主导。 

后市展望 

供应端：海外，巴西疫情反复，上周累计确诊人数突破 300万人次，仅次

美国；智利 CMPC 浆厂当前处于年度检修期，关注巴浆、智浆对纸浆供应影

响。国内，阔叶浆开工率周跌 3%，归因于广东鼎丰阔叶浆线检修影响；非木

浆方面，上周开工率持平。广西永鑫持续转产桉木浆，月中部分甘蔗浆厂步入

检修，后市甘蔗浆开工率或将下行。8月，正值用纸淡旺季转换期，预计整体

开工率将逐步回升。 

需求端：成品纸方面，生活纸上周行情偏弱，周内均价达 5230元/吨，环

比下滑 0.24%，同比下降 12.83%。当前上游进口木浆成本支撑有限；下游商

家成品纸促销力度加大，原纸成本受打压；此外，川渝地区扩大生产，市场流

通货源增多，竞争加剧，报价小幅下调；预计生活纸后市延续震荡偏弱。文化

纸市场上周行情整理为主。8月初，纸厂积极落实涨价函，终端正常排产为主；

此外，下游经销商随行就市，观望情绪较浓厚；上游浆市震荡拖累成本面，预

计下周文化纸市场仍以盘整为主。白卡纸上周行情略有好转。虽有纸厂发布涨

价函，但实际订单增量有限，局部落实为主；此外，纸厂减少低端白卡纸排产

量，客户需求或将转移，叠加纸厂提涨坚决，预计白卡纸后市偏强震荡。  

库存：国内主港库存周跌 0.48%，各地区库存涨跌不一。其中，青岛港港

内库存、高栏港库存分别周跌 7.02%和 10.91%，保定港和常熟港库存分别周

涨 7.77%和 2.36%；正值传统用纸淡季，主港日出货量变幅不大；6月主要纸

浆产地至中国发运量较平稳，预计 8月到货，主港库存短期起伏有限。 

综上，我们认为近期浆市供大于求。供应趋紧，但整体仍偏宽松，下游需

求偏向刚需，预计浆价承压震荡整理为主，策略上建议静待 9月需求复苏，续

持多单，谨慎追高，仅供参考。 

策略建议： 

续持多单，谨慎追高。 

风险提示： 

南美纸浆供应、疫情反复、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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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 

50ETF 期权：隐波维持高位 

鲍雪烨 

行情回顾 

8月 3日至 8月 7日，标的华夏上证 50ETF周内上涨 0.39%，收于 3.31。

50ETF期权日均成交量为 1,897,781张，较前一周增加 1.44%，日均成交认沽

认购比率（PCR）为 0.80，较前一周减少 0.02，最新持仓量为 2,710,832张，

较前一周增加 6.90%，持仓 PCR为 0.89，较前一周增加 0.06。 

后市展望 

参考最新主力月份持仓量数据，当前支撑线位于 3.1，同时在 3.4 存在一

定的压力。从期权隐含波动率的偏度曲线来看，标的震荡过程中，虚值认沽隐

波上调，而认购隐波多有下调。目前波动率指数在 33.38%左右，从历史数据

来看，位于 90百分位水平附近。50ETF的 5日历史滚动波动率上升至 13.72%，

位于五年历史 50 百分位水平附近。平值期权合成标的维持轻微贴水。平值期

权的认沽认购隐含波动率差小幅收窄至 1.53%左右，市场情绪维持谨慎。 

策略建议： 

建议参考阻力位为区间调整持仓，注意及时止盈止损。 

风险提示： 

地缘政治风险 

  



周度晨会纪要                                   

 

分析师承诺 

本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

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公开资料，分析逻辑基于本人

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的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

三方的授意影响。本人不曾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

接或间接接收到任何形式的报酬。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

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文中的观点、

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兴证期货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

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

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独立判断。 

客户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

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

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

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

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

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

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的观点可能与资管团队的观点不同或对立，对于基于本报告全面或

部分做出的交易、结果，不论盈利或亏损，兴证期货研究发展部不承担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兴证期货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兴证期货研究

发展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