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观经济资讯 
2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公布了《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通知规定，自 2

月 8 日零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 300 元，测算到零售价格 90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全国

平均)每升分别提高 0.22 元和 0.26 元。 
尽管受到元旦和春节长假因素影响，1 月信贷投放依然迅猛。中国证券报记者 7 日获悉，

1 月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约 3200 亿元。据此估算，银行业全部新增贷

款规模在 8000 亿元左右。 
周一资金利率整体保持稳定，资金面继续维持宽松。虽然周一央行有征求央票发行的需

求，但是截至周一晚上 9 时，央行仍未发布央票发行公告，表明央行在本周二仍暂停央票的

发行，以传递放松流动性的意图，本周公开市场到期仅有 20 亿，但是春节后大量资金回流

市场，使得银行间资金面流动性能维持充裕。 
今年 1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速约为-7.5%，预计 1-2 月累计增速仅为 5%至 6%。往年

的 1 月由于临近春节，工业生产活动不活跃，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均会下降，但出现负增长是

近年来少有的情况。该人士认为，用电量负增长主要是因为春节长假、去年 1 月用电量增速

基数较大以及经济增速下滑。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 7 日指出，当前美国经济正处在缓慢复苏进程之中，但

是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威胁，美联储将采取必要的货币政策举措来确保

美国经济复苏势头。 
惠誉 2 月 6 日宣布，由于此前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下降，故下调五家意大利银行的信用

评级，它们分别是 MPS、意大利人民银行、Iccrea Holding、Ubi Banca 以及意大利联合圣保

罗银行。 
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 7 日说，希腊政府当天以 4．86％的利率拍卖了 8．125 亿欧元半

年期国债，利率略低于 1 月份的水平。 
 

股指期货：指数开始向上突破 
今日 A 股市场早盘呈现震荡整理，小幅走高态势。两市早间微幅低开，随后震荡上攻，

沪指一度收复 2300 点整数关口，但受 10 日线压制而未能站稳。两市股指承压回落双双翻绿。

午盘前，大盘在有色、地产板块反复活跃的带动下，再次向 2300 点发起冲击，并再度收复

该点位。但成交量方面，出现明显萎缩。午后，沪深股市放量，大盘飙涨至 2350 点之上，

涨幅超过 2.5%，一举站上 60 日均线。 
对于今日大盘的飙涨实在很难在消息面上找到相应的刺激性消息，或有可能是对于明日

即将公布的 2 月份 CPI 数据部分大资金有较好的“预期”，通胀压力的缩小必定会使降存准

率更加顺畅，这对股市自然是利好。 
从走势形态上看，股指调整再次强势站上 60 日均线，成交量明显大于前两日的成交量，

基本可以判定短线在 60 日均线的调整结束，后期股指将继续上涨。从持仓方面看，昨日空

头方面主动减仓动作明显，且移仓做空力度较小，这表明其做空信心不足。 
操作上，多单跟进持有。 
 

螺纹钢：股市带动钢价大反抽 
【行业信息】 

世界头号钢铁生产厂家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公布，2011年 4季度亏损 10亿美元，高于 2010
年同期亏损 7.80 亿美元。由于去年前 3 季度盈利，全年实现净利润 22.6 亿美元，仍少于 2010
年的 29.2 亿美元。 

上海地区今日四级螺纹钢均价 4460 元/吨，较昨日下跌 10 元/吨；高线均价 42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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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昨日下跌 10 元/吨。河北地区二级冶金焦均价 1950 元/吨，较昨日下降 0 元/吨。 
【操作建议】 

今日螺纹钢 1205 合约早盘小幅高开，上午一直维持震荡横盘走势，下午在股市狂涨的

带动下开始拉升， 后以大阳线收盘。 
从整体形态上看，螺纹钢期价 10 日均线对价格的支撑在近日行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布林线的角度看，布林中轨也没有被有效跌穿，价格依然沿着布林中轨缓慢向上爬升，不

过今日高点再次接近布林上轨，前期高点 4349 压力位面临考验。 
现货方面，今日国内建筑钢材现货市场继续弱势回落，上海、石家庄、郑州等市场均

小幅回落 10-30 元。原材料现货市场盘整趋稳。进口矿现货价格总体持稳，局部涨，7 日 BDI
指数继续回升，铁粉市场大致维稳，方坯市场弱势维稳。 

操作上建议 10 日均线处进场多单继续持有。 
 
                                                                    王海峰 

 
白糖：震荡走高，建议背靠 6700 高抛低吸 
【盘面概述】 

郑糖主力合约1209震荡走高，收盘报6614元/吨，涨0.56%，成交略减，持仓增加。昨夜

ICE原糖主力合约跌0.41%。 
【行业信息】 

今日柳州批发市场行情低开高走，本周到期交收的S12022合同报收于6582元/吨，全天

上涨21元/吨。 
现货方面，南宁报6600元/吨，较昨日持平；柳州报6550元/吨，较昨日持平。昆明报价

6430元/吨，较昨日下跌35元/吨。 
CSI国内食糖现货价格指数报6689.87元/吨，较昨日6701.21元/吨有所下降。 
根据海关统计，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国累计进口食糖291.94万吨，其中，一般贸易276.68

万吨，来料加工0.97万吨，进料加工13.27万吨，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0.96万吨，其他0.06万
吨；全国累计出口食糖5.94万吨，其中，一般贸易1.79万吨，来料加工0.99万吨，进料加工

2.17万吨，边境小额贸易0.02万吨，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0.96万吨，其他0.01万吨。 
国际方面，印度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周二称，印度已决定批准额外出口100万吨白糖。印

度是全球 大的糖消费国且是继巴西之后全球第二大糖生产国，印度制糖商预期2011/12年
度印度将生产出2600万吨糖，并称国内糖年消费量为2200万吨左右。在10月开始的年度迄今，

印度已经允许糖厂出口100万吨糖。 
墨西哥经济部长周二称，该国仍在考虑是否发放新的400,000吨糖进口配额，但墨西哥

国家糖业组织则表示，该国目前糖供应不存在短缺的问题。本市场年度墨西哥料出产糖

510-530万吨，而该国每年的糖消费量大约为410万吨。 
俄罗斯联邦海关服务部2月7日报告称，俄罗斯2011年原糖进口量较2010年增加11.8%，

至233.2万吨，原糖进口额为17.11亿美元。 
Kingsman称，预计全球2012-13年度糖供应过剩470万吨，较上年度的供应过剩量预估820

万吨下滑43%，但这也意味着全球糖市连续第三年供应过剩。 
【操作建议】 

郑糖1209尾盘上破6600，原糖近期上涨及国内外政策趋向宽松、大宗商品整体走高，提

振郑糖走势，前期雨雪天气对白糖产量造成不利影响，短期内郑糖存在继续上涨的动能，不

过前期国内白糖涨势显著，与国外原糖走势持续脱节，国外糖价成本优势明显，食糖进口有

望维持高位，国内新榨季白糖产量增加，国内供应出现改善，加上替代品产量增加及后市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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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淡季的到来，预计白糖大幅上涨的空间有限，建议背靠6700高抛低吸。 
郑棉：低开回升，建议中线多头继续持有 
【盘面概述】 

郑棉主力合约1209低开回升，收于22545元/吨，涨0.04%，成交减少，持仓增加。昨夜

ICE期棉主力合约美棉03跌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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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3元/吨，较昨日涨32元/
吨；CC Index527级报16815元/吨，涨20元/吨；229级报20663元/吨，涨29元/吨。昨日Cot A
报104.00，涨0.10。 

今日国内棉花市场报价略显混乱，由于棉商棉企心态对后市预期不同，少数看涨者报价

继续上调。外棉主港报价大幅回落，美棉、澳棉、巴西棉、中亚以及西非棉等跌幅普遍在

1.5-1.75美分/磅左右。 
为确保新棉收购顺利进行，农发行新疆分行继续加大对棉花加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据农发行新疆分行统计：截至1月31日，农发行新疆分行累计发放新棉收购贷款504.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249.6亿元，增幅98%；支持企业收购新棉245.95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23.2
万吨，增幅100.37%。累计销售皮棉123.75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83.95万吨，增幅210.93%。 

据悉截至1月底新疆各铁路专线尚有140万吨储备棉等待外运，目前已发运量仅为13万
吨。 

2月7日正式恢复收储交易，春节后第一个收储日，企业交储较为积极，成交量恢复至两

万吨水平。当日计划收储125900吨，实际成交20700吨，成交比例16%。其中新疆库点计划

收储41000吨，实际成交600吨，成交比例1.46%;内地库计划收储84900吨，实际成交20100
吨，成交率24%。截止今日2011年度棉花临时收储累计成交2496960吨，新疆累计成交1519200
吨，内地累计成交977760吨。 

据中国棉花协会的调查显示，近40%的棉农准备在2012年减少棉花种植面积，40%的棉

农打算维持上一年度的棉花种植面积，另外一些农民打算增加种植面积，同时还有一些农民

仍在考虑2012年的种植面积。根据加权平均，2012年全国农民种植面积意向平均减少10.5%。 
据张家港检验检疫局纺织原料实验室统计，2011年，该实验室共受理进口巴西棉花样品

2.5万吨，而2010年和2009年仅为0.5万吨和0.2万吨。巴西是全球第六大棉花生产国和第四大

棉花出口国，但以往巴西棉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相对较小。2011年以来，巴西已向中国出口

棉花15万吨，同比增长两倍。 
【操作建议】 

IC期棉昨夜下跌拖累郑棉低开，国内股市大涨提振大宗商品表现，郑棉震荡回升，明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1月份宏观经济数据，随着国内经济增速下滑、通胀压力快速放缓及外汇占

款下降，国内货币政策有望继续放松，存款准备金有较大下调空间，而且国际宏观面形势继

续好转，考虑到国家收储、进口滑准税计算方法调整支撑棉价，郑棉中期上涨行情有望延续，

中线多头可继续持有。 
 

王培贤 
 
玉米：多单谨慎持有，回调再进 

豆粕：逢高减持，回调再进 

【盘面概述】 

国内方面大连玉米主力合约 c1209 开盘 2380 点，整体来说全盘较小幅度的高开高走格

局， 终收于 2389 点，与昨日相比上涨 18 点，增仓 30986 手，持仓 489444 手，成交 24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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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国际方面，据道琼斯通讯社 2 月 7 日报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玉米期货 7 日在

清淡的交投中小幅收低，因近期上扬后出现一定的获利了结。交投 活跃的 CBOT 3 月玉米

期货下跌 2美分，报收 6.42 1/4 美元/蒲式耳。 

大连豆粕主力合约 1209 开盘 3022 点，开盘后上升，随后立即又开始回落下跌，四次探

底至 3010 点一线，午盘后开始回升，持续上涨， 终收于 3038 点，与昨日相比上涨 13 点，

增仓 50988 手，持仓 760520 手，成交 510496 手。 

国际方面，CBOT大豆期货7日收跌。3月大豆收盘1232美分，跌1美分，高点1239.5美分，

低点1227美分。5月大豆收盘1241美分，跌1美分，高点1248美分，低点1236美分。3月豆粕

收盘325.4美元/短吨，跌2.1美分，高点328.7美分，低点325美分。3月豆油收盘52.17美分/磅，

涨0.01美分，高点52.38美分，低点51.76美分。 
【现货信息】 

今日我国港口玉米现货价格方面，锦州港口水分15%以内玉米收购价2310元/吨，港口主

流平舱价2360～2380元/吨。鲅鱼圈港口水分15%以内玉米收购价2340元/吨，港口主流平舱

价2370～80元/吨。北良港口黑龙江玉米到港价格2280元/吨，港口主流平舱价2350元/吨。 

豆粕方面，今日山东日照地区43蛋白豆粕报价3030元/吨，较昨日稳定，昨天成交价2980

元/吨。诸城地区43蛋白豆粕报价3020元/吨。济宁地区43蛋白豆粕报价3000元/吨，较昨日

稳定。博兴地区43蛋白豆粕报价3050元/吨，46蛋白豆粕加200元/吨，较昨日上涨10元/吨 

【相关消息】 

据圣保罗2月6日消息，巴西国内咨询机构Celeres周一表示，巴西夏播玉米作物产量料

为3545万吨，因该国南部谷物带干旱天气导致产量预估不断遭到调降。 新的预估较Celeres 

1月预估减少3.8%，但较该国上年的产量增加7.3%，因种植面积大幅增加抵消了干旱造成的

产量下滑。 

近期下游需求好于预期，生猪存量虽有所下降，养殖收益依然可观，养殖户养殖热情较

高，由于节前补拦情况一般，节后仔猪补拦量有望增强。 

【操作分析】 

玉米方面，现货价格坚挺的支撑以及后期饲料需求的提振，使得近期连玉米仍会保持偏

强的走势；技术面上，双短均线继续向上，KDJ 指标平行，MACD 红柱增长，操作上建议

多单谨慎继续持有，但要注意浮动止损，回调再进。 
豆粕方面，南美旱情情况虽然多变，但减产已成定局，另外美元短期弱势也对农产品期

价构成支撑，技术面上，双短均线上行，KDJ指标和MACD指标偏强，预期短期内仍会维持偏

强格局，操作上逢高减持，回调再进。  

 

  
小麦，早籼稻：暂先短线操作 

【盘面概述】 

国内方面，郑州小麦主力合约 1209 开盘 2572 点，虽然在午盘时略有回落，但随后得

到拉升，全盘整体处于上行格局， 终收于 2583 点，与昨日相比持平，增仓 4118 手，持仓

160810 手，成交 104682 手。 

郑州早籼稻主力合约 1205 开盘 2587 点，开盘一小段时间后得到一次强劲的拉升，随

后回落，而快到尾盘时又再一次拉升，高位收尾， 终收于 2596 点，较前日收盘价上涨 5

点，减仓 396 手，持仓 25668 手，成交 4210 手。 

国际方面，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指标3月软红冬麦期货周二收低近1%,因欧洲主

要作物生长区天气缓和,令小麦期货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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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信息】 

小麦方面，今日全国小麦现货价格为 2031 元/吨，与昨日相比下跌 1 元/吨，与上周相

比持平，比上个月下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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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元/吨。 
【相关消息】 

印尼小麦面粉加工商协会2月7日称，印尼今年或 多进口580万吨小麦，因需求增加且

新开三家面粉加工厂。Aptindo的主席Franciscus Welirang称，印尼为印尼去年进口小麦520

万吨。印尼为亚洲 大的小麦进口国，全部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小麦需求，其中70%的小麦

供应来自澳大利亚，而加拿大和美国供应余下份额的小麦。 

国际方面，澳洲联储月度利率会议中宣布维持现行基准利率4.25%不变。这一结果与此

前市场押注降息25个基点大相径庭。路透社援引希腊官员消息称，希腊政府正在准备须领导

人 后批准的1300亿欧元(1700亿美元)援助协议文本，这意味着雅典已大体完成与贷款方的

援助谈判。 

【操作分析】 

小麦技术方面，KDJ 指标向下，5 日线趋平，10 日线向上，MACD 红柱略有缩短，短期内

会处于回调格局，但因欧洲极寒天气影响有可能导致小麦的减产同时国内的相关宽松的货币

政策也给农产品期货带来强劲支撑，建议暂先短线操作，回调后预计反弹。 

早籼稻技术面上，KDJ 指标死叉，双短均线向上，MACD 红柱不变，操作上建议暂先短线

交易。 

      

吴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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