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筹价值低估

期指短空长多

陈维倬

周二， 期指出现止跌企稳走势， 但反弹力

度较弱， 没能收复年线及

60

周线。 这也表明，

市场天平已向空方倾斜， 技术性反弹后仍会震

荡下行。 不过， 如后期股指出现加速下跌或将

呈现绝好的入场机会， 调整亦会随之结束。

分析期指走势， 要必须关注沪深

300

指数

中的主要权重股走势。 在目前沪深

300

指数

中， 权重最大的个股为招商银行， 所占权重为

3.18%

。 该股已经连续两个月站在了年线上

方。 第二大权重股为中国平安， 所占权重为

3.02%

， 该股目前仍在年线附近纠缠， 但周

K

线已站上

120

天线上方。 此后的

4

大权重股分

别为： 民生银行、 浦发银行、 交通银行、 兴业

银行。 这

4

只个股中， 除交通银行外均已站稳

年线上方。 为此， 我们认为， 年线对权重股的

强力支撑无疑将有效封杀大盘下行空间。

此外， 目前两市中市盈率最低的股票为交

通银行和农业银行。 其中， 农业银行市盈率只

有

6.86

倍， 远低于沪深

300

指数

13.9

倍的平

均市盈率， 收盘价

2.87

元， 与汇丰银行等国

际银行动辄百元价格相比差距甚大。 长期处于

低估值、 调整充分的银行板块， 未来必将成为

股市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 况且国际板推出后

以汇丰银行的百元高价与农业银行

2.87

元比

价，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因此国际板的推出未

必就是利空， 应该是短空长多。

5

月

20

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

2011

陆家嘴金融论坛上透露， 已有

100

亿资

金进入股市。 尽管入市资金数量不大， 但意义

重大， 显示长期处于低估值的大盘蓝筹股面临

价值重估的机会。 近期股票市场的持续下跌，

无疑已为社保基金等一直在场外虎视眈眈的资

金提供良好入场机会。

由于沪深

300

指数

2900

点是去年

9

月多

方主力发动行情的建仓成本位置， 同时也是

周线突破缺口位置。 因此， 期指

2900

点一线

支撑力度较强， 多方必定全力坚守。 操作上

多仓可逢反弹离场， 在

2900

至

2948

点区间

逐渐回补。

（作者系华泰长城期货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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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商所总经理张凡：

服务实体经济 提升“中国价格”影响力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由郑州商品交易所主办的首

届 “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30

人

论坛” 日前在北京召开。 本次论

坛的宗旨是研讨期货市场服务实

体经济的功能与实践， 不断提高

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层次和

能力， 凝聚社会各方对发展期货

市场的共识。

郑商所总经理张凡在会议致辞

中说， 服务 “三农”、 服务实体经

济， 是郑商所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核

心工作内容。

张凡指出， “十二五” 规划

纲要提出要 “推进期货和金融衍

生品市场发展”， 今年全国期货监

管工作座谈会提出要 “创新改革

理念、 发展理念、 监管理念和服

务理念， 不断提升期货市场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 郑商

所举办此次论坛， 就是对纲要提

出的要求和监管工作会议的部署

进行具体落实。

他说， 当前， 实体经济的发展

对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和避险功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郑商所希望通过

对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深

入研讨， 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运行

规律， 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努

力实现期货市场从量的扩张到质的

提升转变。 让期货市场能够在市场

资源配置中正确发挥价格引导的作

用， 在产业链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真正发挥规避风险的作用， 在国际

大宗商品市场上不断提升 “中国价

格” 的影响力。

张凡表示， 近年来， 郑商所在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不断地努力

和探索。 包括创新市场服务方式，

建立重点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 “点基地” 和重点开发郑商所上

市品种优势区域的 “面基地”， 去年

建立了

17

个点基地和

13

个面基地，

通过挖掘宣传典型企业和品种主产

区， 利用期货市场的成功经验， 使更

多的企业和地区对期货市场的功能作

用有了深刻的认识， 成功运用 “订

单

+

期货” 的模式， 在实现企业规模

和效益增长的同时， 也增加了农民的

收入。 同时， 郑商所开展期货服务

“三农” 系列活动， 构建市场大服务

格局； 搭建期现交流平台， 促进农业

产业经济发展； 引导和鼓励会员开展

期货咨询服务， 发挥中介机构作用；

加强市场一线监管， 确保农产品期货

市场平稳运行。

国家发改委、 农业部的相关部

门领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

国社科院、 国内院校等研究机构学

者， 以及相关行业协会、 各品种龙

头企业和部分会员公司负责人参加

了此次论坛。

“冤家”比翼齐飞 黄金美元同涨

见习记者 沈宁

在挺过

5

月初的一轮减持潮

后， 黄金近期有重拾涨势的迹象。

上周五以来， 国际金价连续

3

个交

易日上涨， 升至近两周高点。 业内

人士表示，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导致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避险买盘涌现

使得金价获得提振。

截至北京时间

5

月

24

日晚

19

点， 纽约商品交易所

6

月期金报

1523

美元

/

盎司， 较前日上涨

7.6

美元， 近

3

个交易日累计上涨

31

美元。

经易期货黄金分析师靳义丹

表示， 避险因素是金价上涨的主

要原因， 在欧元区外围国家几无

经济增长迹象的背景下， 欧元遭

到抛售， 避险资产黄金从而受到

青睐。 除了风传债务重组、 退出

欧元区的希腊， 意大利、 比利时、

西班牙等国家也相继暴露出债务

风险。

继上周惠誉下调希腊主权信用

评级、 标普下调意大利主权评级前

景后， 本周一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再

度出手， 将比利时评级展望由稳定

下调至负面， 而近日另一评级机构

穆迪也对外表示， 若希腊违约， 可

能降低其评级至

Ca

或

C

。

评级机构的频繁动作将市场焦

点重新切回欧洲， 希腊无疑是问题

最为严重的国家。 希腊财政部日前

称， 若无法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

IMF

） 的进一步救助， 希腊

将面临违约风险。

目前， 希腊的国债收益率严重倒

挂， 最新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接近

17%

，

2

年期收益率更是超过

26%

，

与此同时， 爱尔兰国债收益率也创出

新高。

欧债危机引发市场避险需求， 金

价得以连续上扬。 更加耐人寻味的

是， 黄金、 美元， 这一对市场 “冤

家” 如今再度携手。

5

月

20

日、

23

两日， 金价美元

并肩上涨。 美元指数

23

日一度升至

76.36

点， 创出此轮反弹新高。 南华

期货分析师何炜认为， 美元和黄金是

目前市场上最好的两个避险品种， 出

于对欧债风险的担心， 投资者抛售欧

元， 买入黄金和美元， 因此出现了两

者同涨的现象。

上海中期分析师李宁称， 美元应

该在近期还将延续反弹势头， 美联储

4

月份会议记录显示出美联储官员已将

货币政策正常化摆上议程。

5

月中旬以

来黄金与美指同涨共跌的局面， 说明

近期市场由于卡恩被捕引发对欧债危

机的担忧情绪较浓， 避险情绪升温。

历史上金价美元齐头并进的情况

并不少见。 事实上，

2009

年年底希腊

债务危机首次爆发后，

2010

年上半年

就曾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期间金价升

至

1260

美元

/

盎司上半年高点， 美元

指数持续上行， 据

90

关口仅一步之

遥， 而欧元大幅暴跌。

何炜认为， 欧债危机带来的避险需

求仍将持续， 不排除黄金、 美元短期继

续同步上涨， 未来金价仍有进一步上行

动力。 对于黄金中长期走势， 业内存在

一定分歧。 靳义丹表示， 种种迹象表明，

美元贬值的使命已近结束， 黄金美元同

步上涨的态势很难长期持续， 中长期黄

金价格存在下跌风险。

主力合约

1108

周二低开高走， 收盘前在

5

日均线处受阻

回落至

66400

下方。 隔夜伦铜大跌超过

3%

， 主要受到美国最

新公布的制造业数据疲软以及美元指数走强的影响， 此外市场

对欧债危机加剧也有很大程度的担忧， 短期内宏观基本面仍然

不支撑铜价走高。 目前美元指数仍然处于上行通道之中， 短线

铜价仍然还有继续下行的风险。 操作上建议少量空单持有。

美国中西部产区多雨天气令当地作物播种遇阻， 天气担忧为

农产品市场添加了不少利多气氛。 但由于美农产品持仓并没有

明显增加， 量能上并不能给期价上涨带来很大的支持， 因此预

计美豆反弹空间将会受到限制。 目前处于油菜籽的收割阶段，

干旱持续将会对出油率造成影响， 对天气的担忧仍会吸引资金

涌入农产品市场， 预计短期内连豆将会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周二螺纹钢低开高走， 整体呈现偏强局面。 早盘小幅低开于

4775

点， 盘中呈单边上涨趋势并顺利收复

4800

关口， 报收于

4808

点。 从基本面上来， 螺纹钢库存已连续

12

周出现下降， 电

荒导致的煤炭价格坚挺对钢价成本也形成一定支撑。 技术上看前

期

4650

至

4750

区间构筑的双底仍限制了螺纹钢短期的下跌空

间。 预计短期钢价下跌空间有限。 （招商期货）

供给需求双双施压

豆油短期上行空间有限

郭坤龙

近日受美盘豆类涨势等带动， 大连豆油期

货反弹走高， 主力

1201

合约自一个多月来的

低点

9832

元反弹至

10200

元附近。 从目前来

看， 尽管中国和美国新季作物种植区不利天气

对豆油价格形成提振， 但国际国内油脂油料的

充裕供应和国内豆油终端市场的需求不旺， 都

对豆油价格构成压制， 豆油期价短期上行空间

或将有限。

近期中美两国新季油脂油料种植区均出现

不利天气， 这对豆油价格构成支撑。 中国方

面， 根据国家防总近期公布的资料显示

,

今年

年初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与多年同期相比

偏少

4～6

成， 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少年份。

而我国三大菜籽主产区———湖北、 湖南、 江西

受旱情况均较为严重。 以湖北为例， 该省大部

分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

50%

。 目前我

国新季菜籽正值收割期， 干旱天气将直接对菜

籽出油率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方面， 受中西部

种植区的降雨及洪涝灾害等拖累， 美国新季大

豆和玉米种植都明显慢于历史同期水平。 据美

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5

月

22

日当周， 美国玉米种植率为

79%

， 五年均值

为

87%

。

此外， 目前国际国内油脂油料都处于季节

性的大量供应阶段， 这对国内豆油市场构成压

制。 大豆方面， 南美新作大豆收割已进入尾

声， 其产量前景十分良好。 以收割时间较晚的

阿根廷为例， 截至

5

月

19

日，

2010/2011

年度

大豆收割率为

88%

， 产量则预计为

5040

万

吨。 随着南美大豆的上市， 国际国内油脂市场

将面临较大的供给压力。 截至

5

月

20

日， 巴

西新作大豆销售完成

65%

， 这要高于上一作

物年同期的

58%

。 棕榈油方面， 今年全球棕

榈油产量相比于去年可能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其中印尼棕榈油产量可能大幅增长

200

万吨至

2400

万吨左右， 而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则可

能增加

100

万吨达到

1800

万吨以上， 全球棕

榈油产量将可能增产近

300

万吨以上。

最后， 目前国内豆油处于季节性的消费淡

季， 加之国内新季菜籽油将陆续上市， 豆油终

端市场的需求不旺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 这将

拖累豆油期价的上行动能。 据了解， 近期国内

大部分豆油现货价格维持稳定， 但终端市场成

交较为低迷， 大多商家均处于议价走货状态。

以东北地区为例， 截至

5

月

24

日， 黑龙江地

区四级豆油集中出厂报价维持在

9800

元

/

吨至

9900

元

/

吨左右， 吉林地区四级豆油集中出厂

报价在

10100

元

/

吨至

10120

元

/

吨， 辽宁地区

四级豆油报在

9650

元

/

吨， 终端市场成交均较

为低迷。

（作者系格林期货分析师）

行情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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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铜：低开高走

连豆：震荡走强

螺纹钢：有望止跌

期货市场对产业升级作用重大

证券时报记者 李哲

传统的农业、 分散的小农经济

如何与期货市场接轨， 期货市场如

何为农业产业化服务， 历来是一个

难题。 与会人士一致认为， 期货市

场对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升级将起到

重要作用。

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方言

认为， 期货市场提升农业现代化

水平。 他说， 自

2007

年以来， 期

货市场在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主

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 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

引导农民种植以及保证大宗农产

品生产供应等提供了信息依据。

其次， 促进农业的现代化生产。

现代化的生产首先是标准化的生

产。 期货交易是标准化合约交易，

它的交易方式不同于过去单一的

国家粮食储备局或者是储备粮公

司收购。 第三， 提升规模化种植

和流动。 第四， 提升农民的组织

化程度， 实际上这是和规模化连

在一起的。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廷

明表示， 粮食期货品种给中国粮食

行业与国际市场接轨创造了一个交

流的平台。 现在以农产品期货为主

的郑商所和大商所， 基本上是跟国

际期货市场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

系， 尤其是郑州价格和大连价格在

国际市场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期货

市场除了人们常说的套期保值、 发

现价格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

能， 就是引导产销， 给产销双方一

个准确的价格信号。

中国棉花协会副会长高芳也指

出， 在这一轮棉花价格过山车行情

中， 棉花行业暴露出诸多问题， 但

根本问题不在期货市场上， 而是国

内棉花生产的稳定增长和纺织需求

的高速增长之间的矛盾的长期存在，

而恰恰是这种矛盾也说明了期货市

场存在的必要性， 即对实体经济提

供一个风险规避的工具。

中储棉总公司副总经理刘宝平

认为， 今年的棉花价格波动可谓前

所未有， 棉花价格大幅度波动是在

国家储备棉存量极少的情况下发生

的， 如果国家储备充裕， 部分棉花

上涨就可能不会发生， 所以建立一

个适度的国家储备量， 将是稳定棉

花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希望在这

方面， 郑商所能给予中储棉大力支

持和协作。

期货公司期待创新中介服务

如何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功能，

使得期货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这

是摆在国内期货公司面前的重要课

题。 近年来期货公司创新中介服务的

动力日渐增强， 但国内相关配套制度

建设滞后， 成为期货公司在中介服务

上创新道路上的不小障碍。

湖北证监局副局长光明根据近

期三次调研后认为， 有四个问题需

要解决。 一是要解决国有企业套期

保值考评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二是

国有商业银行怎么转变对期货市场

的认识； 三是套保实物与会计处理

不相适应； 四是套利交易问题。 上

市公司从事期货交易的经验和实践

表明， 现有的这些规定特别是套利

规定值得深思和修改。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险

峰指出， 要提升全社会对期货市场的

认知， 大力宣传期货市场。 由于期货

交易的技术性比较强， 要获得公众理

解， 获得广大投资者的更广泛的参与

还有很多宣传工作要做。 重点可以放

在对政府官员、 大中型企业的培育

上， 很多企业要用期货工具。

东证期货总经理党剑说， 目前，

国内已经有一些股份制银行非常重

视企业套期保值贷款。 如果套期保

值能够成为一项银行业务推向市

场， 期货公司就能够做套保顾问业

务， 能够给企业提供套保策略解决

方案， 包括及时监督和风险防范的

解决方案等。

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刘志超坦

承， 今年是期货中介机构十分关键的

一年， 业界普遍感觉面临非常严峻的

挑战。 他认为， 期货公司应该从自身

加强专业化水平。 一要进一步明确期

货公司的中介定位问题； 二是要提高

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 作为市场主体

之一的期货公司， 确实面临着非常严

峻的挑战。

“既然现在大学毕业生很难找

工作， 何不把他们召集回来， 把这

些学生培养成期货人才， 然后再输

送到现货企业里去。” 经易期货总

经理曹胜提出这样一个想法。

（魏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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