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工：年后迎来开门红 

【盘面概述】 

国内股市大盘指数高开低走，重回 2300 下方。化工不为所动，继续高开高走，午后出现小

幅回落，三个品种均增产放量，LLDPE涨幅居前，PTA次之。 

【行业信息】 

LLDPE 国内石化出厂价，PE部分牌号涨跌互现，幅度在 50‐100元/吨之间。余姚塑料城原料

市场上午报价PE部分牌号涨跌互现，幅度在50‐200元/吨之间。中塑现货指数10时报1128.34

点，较上一交易日涨 0.45 点。 

PTA 华东内贸市场行情清淡，持货方报盘稀少，市场零星报盘价格在 8900‐9000 元/吨左右，

下游零星递盘价格在 8850元/吨左右，实际商谈价格在 8900元/吨附近。市场交易气氛清淡，

际商谈稀少。 

PVC现货企业方面，宁夏英力特 PVC电石法 5 型料出厂报价在 6600 元/吨。中盐吉兰泰 PVC

出厂报价稳定在 6500 元/吨（承兑）。陕西北元 PVC产品出厂报价维持在 6400 元/吨。 

【操作建议】 

中东局势和欧债事件交替影响，国际油价在国内假期期间先涨后跌，涨跌基本持平。国内化

工年后首日高开高走，均增仓放量，午后出现小幅回落，PTA 盘中一突破 11 月份高点，目

前基本站上 9000 点位，LLDPE同样冲高回落，收盘站上 10200 点位，去年 11 月初形成的高

点压制凸显。PVC相对弱势，涨幅较小， 终以阴线报收。 

目前化工涨势较好，基本处于多头趋势中，年后首日多头形态得到良好保持，预计仍有上冲

动能，但在 2011 年 11 月份形成的高点将对行情产生压制，跟进多单设好止损点位， 好以

5 日线为界持有，谨慎为宜。 

 

天胶：高位整理 

【盘面概述】 

沪胶主力 1205 合约，收于 27200 元/吨，涨幅为 1.02%，在国内长假期间，日胶连续大涨，

一度站上 320 点位，但目前处于冲高回落的过程中。 

【行业信息】 

1、泰国内阁 1 月 24 日（周二）通过橡胶收储提案，购买 20 万吨橡胶以将其价格支持在 120

铢/公斤上方。泰国政府将通过农业部下属的银行发放 150亿铢（约合 4.77 亿美金）的无息

贷款，其中 50 亿铢发放给胶农合作组织，100 亿铢发放给 REO（农业部下属的涉及橡胶种

植、生产的机构）以直接和胶农收购橡胶。 

2、据新加坡 1 月 30 日消息，日本橡胶贸易协会（Rubber Trade Association of Japan）周一公

布，日本天胶库存总计为 14,422 吨，较 1 月 10日的 13,798吨高出 4.5%。截至 1 月 20 日天

然乳胶库存由 335 吨减少至 293 吨，固体合成胶库存由 2,703 吨减少至 2,671 吨。 

【操作建议】 



 

 

春节期间，泰国收储提振现货价格不断走高，由于沪胶在年前已连续大涨，存在部分预支该

利好消息，目前首日高位震荡，未能继续走高，尽管上涨形态没有遭到破坏，在日胶出现明

显回调时，沪胶多单需谨慎，破除 5 日线离场。 

 

焦炭：冲高回落 

焦炭 1205 合约，高开震荡，午后回落。 

现货方面弱势持稳，天津地区一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 2080 元/吨，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含税

出厂价 1930元/吨，山西临汾地区二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 1740 元/吨。 

焦炭小幅增仓放量，盘中一度冲破 2100 点位，但随后让回归前期震荡区间内，重心有所抬

升，可以短多为主。 

 

甲醇：重心继续上移 

甲醇高开，早盘出现明显拉升，收高。 

现货市场报价弱势运行，甲醇整体仍缺乏支撑，目前市场主流报价多在 2930‐2940 元/吨，

低端为持货商成交意向价格。 

目前甲醇基本面利空，产能过剩制约价格上行。甲醇维持上行形态，目前 3000 点位将对涨

势形成阻难，仍短多为主。 

张弛 

 

金属：反弹或已接近尾声 

【盘面概述】 

春节期间全球金融市场显示较为乐观，市场较为关注的希腊债务重组谈判协议接近达到；意

大利短期债务拍卖大获成功，短期利率大幅下降，主要归功于欧央行贷款操作使欧洲银行间

流动性大为改善，因此惠誉下调意大利、西班牙等五国评级并未大幅影响市场信心。美国第

四季 GDP 增速环比为 2.8%，为一年半来 好，但仍低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决定将极低利率

维持至 2014 年底，显示联储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春节期间伦铜延续本轮反弹，

市场对欧债前景担忧缓解及美元指数走低继续推动铜价上涨。从 KD 指标上看快线从超买区

域穿越慢线向下现死叉，MACD 红柱走低且已明显低于 11 年 10 月份这轮反弹的红柱，显示

短期看涨背离。随 2、3、4 月份欧债危机国家大量国债到期，铜价承压下跌。 

国内 1 月份新增信贷将超 1 万亿，国内政府宽松预期仍将为 A 股市场延续节前反弹提供动

力，短期国内宏观因素有利于铜价反弹。从技术上看 KD及MACD 指示显示的反弹趋弱与外

盘一致，沪铜反弹或已进入尾声。今日沪铜主力早盘冲高回落，午后在国内股市走弱带动下

继续走低，反弹走势或将反转。沪铜主力合约收盘于 60320元/吨；沪铝主力合约收盘于 16275

元/吨；沪锌主力合约收盘于 15940元/吨。 

【行业信息】 



 

 

现货方面，上海有色网 1#铜 60200 元/吨，涨 300 元/吨，铜升贴水均价为贴水 275 元/吨，

铝成交均价格 16020 元/吨，跌 40 元/吨；0#锌成交均价格 15800 元/吨，涨 550 元/吨。 

1 月 30 日消息，国际铜研究小组(International Copper Study Group)表示，2011 年 10 月份全

球精炼铜市场有 82,000吨的供应缺口。国际铜研究小组估计，2011 年前十个月全球精炼铜

供应缺口为 296,000 吨，2010 年同期缺口为 439,000吨。 

国际铝业协会(International  Aluminum  Institute,  简称 IAI)2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 12

月份全球铝库存总量较前月增加 6,000吨，至 240.9万吨。2011年 11月份全球铝库存为 240.3

万吨。 

【操作建议】 

虽然短期内的宏观因素有利于金属走势，但从技术指标上看，本轮反弹已进入尾声，金属铜

投资者可在 60500‐61000元/吨附近逢高做空，止损在 61500元/吨。 

 

 

李高峰 

021‐6304396 

白糖：低开震荡，建议背靠 6600 逢高做空 

【盘面概述】 

郑糖主力合约 1209 低开震荡，收盘报 6520 元/吨，跌 0.28%，成交减少，持仓增加。上周

五 ICE原糖主力合约跌 2.10%。 

【行业信息】 

今日柳州批发市场行情震荡整理，本周到期交收的 S12021 合同报收于 6542 元/吨，全天下

跌 5 元/吨。 

现货方面，南宁报 6600元/吨，较昨日上涨 50 元/吨；柳州报 6540 元/吨，较昨日下跌 5 元

/吨。昆明报价 6500 元/吨，较昨日持平。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12 月份进口食糖 494,549 吨，较 11 月份增加 7.62 万吨，同

比 2010 年 12 月份大幅增加 36.96 万吨，同比增 295.62%。2011 年 1‐12 月我国累计进口食

糖高达 291.94 万吨，创历史新高。由于国际糖价下跌，12 月份我国食糖平均进口价格为

596.76 美元/吨(上月为 634.57 美元/吨  )。 

国际方面，位于德国波恩的甜菜检测咨询机构WVZ 称，截至 1 月 20 日，德国甜菜糖产量达

474.3万吨，高于 2011‐12榨季总产量的预估值 467.3万吨，并远高于去年同期的 344.3万吨。 

乌克兰糖生产商协会称，因 2011 年糖产量过剩，2012 年乌克兰可能减少糖用甜菜种植面积

8‐16%。 

2011 年俄罗斯甜菜糖出口量为 24.5万吨，而 2010 年实际出口量为零。 

因甘蔗种植面积扩大以及糖料作物替代品减少，印度头号甘蔗生产邦今年的糖产量或高达

736 万吨，较之前预期提高 10‐15%。2010/11 榨季印度北方邦糖厂共产糖 590 万吨，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北方邦产出增加将有助于政府批准更多出口。 

墨西哥全国甘蔗种植协会称，因遭遇严重干旱天气，预计 2011/12 榨季墨西哥糖产量将下滑。

预计墨西哥 2011/12 年度（自 2011 年 11 月开始）蔗糖产量为 510 万吨，低于之前预估的

530 万吨。 

【操作建议】 

国内 2011 年 12 月份食糖进口大增，全年食糖进口也创下新高，主要是受益于国外糖价成本

优势，加上新榨季白糖产量增加，供应出现改善，白糖继续上涨的动力料将趋弱，建议背靠

6600 逢高做空。 

 

郑棉：小幅上涨，建议中线多头继续持有 

【盘面概述】 

郑棉主力合约 1205 小幅上涨，收于 21495 元/吨，涨 0.70%，成交及持仓均增加。上周五 ICE

期棉主力合约美棉 03 涨 0.02%。 

【行业信息】 

国内现货价格上涨，今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CC Index 328报 19298元/吨，较昨日涨 9元/吨；

CC Index527级报 16712元/吨，涨 12 元/吨；229 级报 20516元/吨，涨 3元/吨。昨日 Cot A

报 100.95，跌 1.30。今日部分国际棉商船货已开始报盘，各品种报价较年前均有所回落。 

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棉花轧棉协会报告，截至 2012 年 1 月 15 日，籽棉到货总量 1282.9 万

包，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到货数量 1076 万包，增长 19.23%。巴基斯坦棉花到货数量不断增

加，预示今年棉花产量可能创 1450万包新高，超过 2004‐05年创下的 1437.5 万包记录。 

根据出口商在 2012 年 1月 13 日‐19日提交的报告，当周美国陆地棉净销售为零，增加数量

与减少数量相互抵消，其中对中国销售中国(12,700 包),  2012/2013 销售年度交货净销售

31,100 包。陆地棉出口 199,700 包，较上周减少 15%，但较四周平均出口数量增加 9%。其

中对中国出口(105,700 包),美国皮马棉净销售 49,500 包(创销售乃年度新高)，其中对中国销

售(46,600 包) 2012/13 销售年度交货对中国净销售 4,300 包。皮马棉出口 18,100 包，其中对

中国出口(11,000包)。 

【操作建议】 

ICE 期棉春节期间走低，国内现货价格继续小幅上涨提振郑棉表现，随着国内经济增速下滑

及通胀压力快速放缓、外汇占款下降，国内货币政策有望继续继续放松，存款准备金有较大

下调空间，加上进口滑准税计算方法调整、国家收储均支撑棉价，郑棉中期上涨行情有望延

续，建议中线多头继续持有。 

王培贤 

021‐63043962 

玉米  豆粕：多单持有 

【盘面概述】 



 

 

国内方面大连玉米主力合约 c1209 开盘 2312 点，全盘处于高开高走格局，创下新高， 终

收于 2327 点，与昨日相比上涨 26 点，增仓 22094 手，持仓 393054  手，成交 130222手。   

国际方面，CBOT 玉米市场以上涨收盘，3 月合约上涨 7.25 美分，报收于 641.75 美分/蒲式

耳，5 月合约上涨 7.5 美分，报收于 647.5 美分/蒲式耳。 

大连豆粕主力合约 1209开盘 2953 点，整体全盘处于高开向上趋势， 终收于 2956点，与

昨日相比上涨 24 点，减仓 8864 手，持仓 557848手，成交 195850 手。 

国际方面，上周五 27 日(CBOT)大豆期货收盘下跌，因阿根廷 近迎来及时雨，干旱状况得

到缓解，令农作物产量前景好转，且预计下周将迎来更多降水。交投 活跃的 CBOT 3 月大

豆期货收盘下跌 3 3/4 美分，报收于 12.19 美元/蒲式耳。 

【现货信息】 

玉米方面，吉林地区四平市某牧业公司 14%水分玉米收购价 2160 元/吨，长春市某饲料公司

14%水分玉米挂牌收购价 2130 元/吨。山东寿光当地深加工企业寿光金玉米淀粉厂 14%水分

玉米收购价 2340 元/吨，新丰淀粉厂 14%水分价格在 2356 元/吨。黑龙江佳木斯本地贸易商

烘干至 14.5%水分净粮销售价 2040 元/吨。 

豆粕方面，大连港玉米价格 3760 元/吨，石家庄地区为 4000 元/吨，哈尔滨地区为 250 元/

吨，整体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相关消息】 

阿根廷降雨低于预期，降雨覆盖率不足一半，部分玉米产量损失无法挽回，减产几成定居。

联合国粮农组织称，阿根廷 2012 年玉米产量料比去年纪录水平削减近 7%，国际进口商采购

兴趣可能由南美地区转移至美国。 

另外美联储 25 日宣布，将把接近零的超低利率水平至少延续到 2014 年下半年。 

【操作分析】 

干旱气候使得国外玉米现货价格飙升，这同样也对国内玉米期价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外加

上低利率的延续，导致今日连玉米创下新高，技术面上，5 日线和 KDJ 指标上扬，MACD 红

柱大增，建议明日可多单继续持有。 

同样的南美天气依然是较为重要的关注点，技术面上，5 日线向上，KDJ 指标上扬，MACD

绿柱缩短，操作上建议明日多单继续持有。 

   

小麦：    多单持有 

早籼稻：短多操作 

【盘面概述】 

国内方面，郑州小麦主力合约 1205 开盘 2344 点，高开后前半段走平，午盘后开始上行，

终收于 2363 点，与昨日相比上涨 37点，减仓 294 手，持仓 94220 手，成交 39706 手。 

郑州早籼稻主力合约 1205 开盘 2568点，高开后出现上下交替，随后趋平，整体略有下行，

尾盘收于 2566 点，较前日收盘价上涨 5 点，减仓 2486 手，持仓 33612 手，成交 9728 手。 



 

 

国际方面，CBOT 小麦期货电子盘周一早盘上涨，受到需求迹象以及俄罗斯是否抑制出口的

不确定性支撑。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3月小麦期货上涨 0.46%至每蒲式耳 6.50‐1/4美元，

上周创下了逾一个月来 大单周涨幅。 

【现货信息】 

小麦方面，今日全国小麦现货价格为 2026 元/吨，与昨日相比下跌 3 元/吨，与上周相比下

跌 4 元/吨，比上个月下跌 74 元/吨。 

早籼稻方面，今日全国早籼稻现货价格为 2784 元/吨，与昨日相比持平，与上周同比持平，

比上个月上涨 268 元/吨。 

【相关消息】 

战略谷物(StrategieGrains)公司周四称，欧盟 2012/13 年度软小麦产量料将达 1.333 亿吨，较

12 月预估减少 20 万吨，但仍较 2011/12 年度增加 3%。 

另外该分析机构预估欧盟 27 国 2012/13 年度大麦产量维持在 5450 万吨不变，高于 2011/12

年度的 5180万吨，受助于播面积增加。 

【操作分析】 

玉米的大涨也对小麦起到了一定的提振作用，另外在技术面上，KDJ 指标上扬，5 日线向上，

MACD 绿柱消失，操作上建议明日空单暂先离场，多单可持有。 

早籼稻技术面上，双短均线趋平，KDJ 指标放缓，MACD 绿柱略有显现，操作上建议可暂先

短多操作。 

 

吴振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