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空因素交织 豆油蛰伏盘整

李青

最近两个月， 豆油期价大部分

时间里处于弱势盘整中。 当前， 南

美大豆凭借低廉的价格占据市场优

势， 美国中西部作物生长状况良

好， 天气炒作告一段落； 加之国内

处于消费淡季， 豆油期价在相关品

种的溢出效应以及宏观经济氛围偏

空的影响下踯躅前行。 短期， 多空

因素共振， 连豆油主力料将在

500

点以内的区间窄幅波动， 等待实质

性利多指引。

粕强油弱特征逐渐显现。

6

月

下旬之后气温逐渐升高， 国内油脂

的终端需求向淡。 而国庆、 中秋的

双节备货周期尚远， 节日性采购进

入一个断档期。 相比之下， 随着水

产、 畜禽养殖行业步入备货期， 豆

粕需求开始启动， 对于大豆压榨厂

来说， 通常倾向于卖油挺粕来维持

利润。

今年， 长江中下游天气异常，

前期大范围干旱， 端午期间旱涝急

转， 这对水产养殖行业造成严重打

击， 导致豆粕需求大幅落后于往年

水平。 三季度迎来水产旺季， 加之

天气状况改善， 水产饲料的需求有

望获得恢复性增长。 畜禽养殖盈利

良好， 补栏积极性高涨， 后期将陆

续传导至饲料需求， 进而推升豆粕

价格上涨。 其间， 豆油相对于豆粕

的吸引力减弱， 按照以往规律， 三

季度尤其是

8

月份之后油粕比或将

小幅回落。

限价令能否延续陷入窘境。 连

续几个月， 我国政策干预对包括豆

油在内的油脂类价格运行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两会” 之后国家

宣布延长对于小包装食用油涨价的

限制。 眼下限价令已经到期， 而尚

无明确消息表明是否会再度延长。

截至本周， 港口地区大豆进口成本

略有下跌， 沿海地区油厂压榨亏损

在

300

元

/

吨左右， 较前期有所好

转。 东北主产区大豆压榨有微薄盈

利， 整体扭亏为盈仍然有赖于油粕

价格的上涨。 解除小包装油限价政

策的束缚符合中端市场的利益。 然

而， 随着国储调控力度的削弱， 限

价令已经成为一道至关重要的政策

屏障， 取消限价令， 油脂价格将存

在较大的补涨可能性。

在通胀指标节节攀升， 国家宏

观调控基调持续趋紧的敏感时期，

包括豆油在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内资

金做多的动能明显不足。 投资者倾

向于或轻仓或短线的操作方式， 关注

宏观经济、 政策的指引。

本周央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这是

年内第六次提准。 市场估算， 此次提

准将冻结资金

3800

亿元左右， 与此

同时， 月内加息预期降低。 但考虑到

6

月份央票和回购到期， 央行仍需通

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流动性， 货币政

策趋紧的基调没有改变。 机构普遍预

期， 受翘尾因素影响，

6

月份消费者

物价指数有望见顶， 下半年， 伴随通

胀压力缓解， 国家可能择机放松货币

政策调控的节奏， 经济增长将重返上

升势头。 因而， 对于后期资金面的影

响不宜过分看空。

鉴于眼下美豆出口量萎缩、 压榨

数据走疲， 国内油脂以及宏观政策尚

未出现松动迹象， 欧盟主权债务危机

再掀波澜， 美元指数短期波动加大，

我们对于连豆油后期走势持先抑后扬

的观点。 短期， 在油脂油料整体窄幅

震荡的格局下， 可把握棕榈油消费旺

季的契机介入卖豆油买棕榈油套利

单； 或可参照油粕间相对强弱变化尝

试油粕间套利。 中长期而言， 建议连

豆油

1201

合约在

10200

元下方逢低

做多。

（作者系首创期货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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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险集结号吹响 美元上涨商品普跌

见习记者 沈宁

在隔夜美元大涨、 外盘下跌的

影响下， 昨日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也

出现明显调整，

24

个品种仅沪金收

红。 回调来得迅速， 市场的风云变

幻让人有些应接不暇。 业内人士表

示， 希腊债务危机升级、 美国经济

复苏放缓导致市场避险需求上升，

美元因此上涨进而带动商品下跌。

东证期货分析师杨卫东认为，

近期美元反弹的主要原因在于避险

情绪大幅上升， 欧债危机愈演愈

烈， 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疑虑也

加重了市场的担忧。 美元短期反

弹， 资金避险需求增强， 对大宗商

品而言无疑将带来负面作用。

上海中期分析师经琢成表示，

因投资者担忧希腊债务危机无法得

到解决， 且下周举行的欧盟峰会料

将无法就希腊救助达成一致， 欧元

兑美元下跌， 隔夜美元指数上涨，

令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下跌。 国内方

面， 除了隔夜商品价格走跌影响到

国内商品期价走势外， 央行

3

月期

央票利率的上调， 令市场对于加息

的预期又开始增强， 引发市场午盘

后出现跳水现象。

风暴来临前寻找安全的避风

港， 经验老到的掌舵人奉之为求生

法则， 而精明的投资者同样深谙这

一道理。

避险集结号已经吹响。 继本周

一下调希腊政府评级至 “

CCC

” 之

后， 标普日前又将希腊四家银行评

级进行下调。 另一评级巨头惠誉则

警告可能会下调希腊债务评级至违

约或局部违约。

与此同时， 美国低迷的经济形

势加深了市场的恐慌。 最新数据显

示，

6

月份纽约州制造业活动指数

较

5

月下降

20

个百分点， 至

-7.8

，

自

2010

年

11

月份以来首次降为负

值， 远低于分析师预估， 经济复苏再

度出现放缓迹象。

分析人士指出， 欧债危机升级致

使投资者抛售欧元， 买入美元， 而在

避险心理驱动下， 将资金撤离股市、

高风险商品， 涌入黄金、 美元和美债

市场。

资本市场迅速做出了反应： 全球

股市大幅调整， 商品市场亦出现明显

回调， 唯独美元一枝独秀。 周三， 纽

约原油期货主力

8

月合约重挫

4.6

美

元或

4.61%

， 收报

95.26

美元

/

桶， 美

元指数当日则大幅攀升

1.7%

。 截至

北京时间昨晚

20:00

， 美元指数收报

75.90

点， 美元上涨的趋势仍在延续。

光大期货宏观分析师余宏斌称，

美元目前的反弹主要是避险因素造成

的， 以周三为例， 美元兑欧元大幅上

涨的同时， 还伴随着黄金的大幅反

弹。 美元上涨更多地反映出的是汇率

间的相对变化关系， 当前外部经济再

次滑落， 以及欧洲的债务问题， 助推

了美元的反弹。 未来一两个月内， 这

一势头或将延续。

余宏斌同时表示， 美元和商品大

多数时间成反向关系， 但现阶段大宗

商品下跌， 并非完全因为美元走强造

成的， 而是因为背后经济忧虑的上升

带来的同步效果。 尽管全球宽松货币

政策基础还在， 但经济成长性方面的

忧虑会抑制风险偏好情绪， 商品肯定

会受到负面影响。

希腊问题推升美元
，

加上基本面疲软
，

铜价承压
。

央行
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

央行收紧政策恐难放松
，

信贷紧张
抑制需求增长

。

业内人士称
，

中国保税区铜库存约
50

万吨
，

远高于国外机构估计的
30

万吨
。

需求淡季到来
，

伦敦市场注
销仓单占比也呈下降趋势

。

但美国纽约州
6

月制造业指数下降
至

-7.8

，

该数据与美联储褐皮书相呼应
，

暗示纽约经济活动
有进一步放缓的风险

。

随着
6

月
21

日美联储议息会议临近
，

经
济数据疲弱情况下

，

第三轮量化宽松题材有被重新炒作的可
能

，

短期铜价可能加剧震荡
。

在空头情绪的影响下
，

商品市场大多低开
。

昨日
，

螺纹
钢

10

月合约加仓下行
，

收在
4781

元
/

吨
。

短期来看
，

除了美
元走高打压大宗商品外

，

天气情况以及资金成本是主要的
利空因素

。

6

月份开始
，

长江中下游已经经历了
2

轮强降水
天气

。

另一方面
，

15

日
，

上海大额银行承兑汇票贴息环比
上周飙升

12.89%

至
6.13‰

，

并且
16

日上午完成发行
10

亿元
3

月期央票
，

参考收益率由此前的
2.9168%

大幅上涨为
2.9985%

。

市场需求受到雨季的困扰
，

加上资金成本的上
升

，

市场在短期内只能震荡下行
。

自
5

月以来
，

我国生猪价格持续快速上升
，

养殖效益较
5

月初
增长达

90％

，

这使得母猪补栏平稳增加
，

仔猪补栏量较多
，

这意
味着预计

2-3

月后饲料消耗将
“

放量
”。

养殖行业的高景气正逐渐
向饲料行业传导

，

6

月中旬现货豆粕价格已较
5

月中旬增加
100

元
/

吨左右
，

期货价格也相应增加并表现得十分抗跌
。

今后一段时
期

，

控制通胀
、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是宏观经济主旋律
，

豆粕
价格短期内很难走出盘整形态

，

但这或许也将产生长线多单入场
的良好时机

。

建议关注主力合约
3300

的关键位置
。

（五矿期货）

行情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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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铜：震荡加剧

螺纹钢：持续走低

豆粕：继续盘整

标准银行称

流动性将继续利好黄金

标准银行发布报告称， 美元走强

欧元承压， 贵金属蒙受损失， 但预计

通胀及欧债担忧将再现， 投资者对金

市的兴趣将回归。 长远看， 黄金将独

立于通胀率走高， 全球流动性将继续

利多黄金。

标准银行称， 贵金属继续受到

欧洲债务危机担忧以及全球通胀上

升威胁的提振。 一如预期的那样，

中国上调存款准备金要求并没有引

发太大的贵金属价格反应。 通胀担

忧因超出预期的美国生产者通胀数

字进一步加剧。

受美元走强影响， 贵金属承压。

欧洲官员未能就希腊救援计划达成一

致已经对欧元施加了下行压力， 促使

投资者寻找相对安全的美元。 不过，

标准银行认为， 欧元下行压力有限，

因通胀担忧以及欧元区债务担忧很可

能会重新出现， 投资者对贵金属的兴

趣将会再次回归。

美国消费者通胀数据很可能会引

发贵金属市场的反应。 但是， 从长远

来看， 标准银行并不认为通胀数据是

黄金价格的因果性驱动因素， 而全球

流动性将是金价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尽管美国政府债务巨大、 货币政策宽

松， 但过去

12

年内通胀率仍然在控

制范围内。

从长远来看， 黄金将独立于通胀

率而走高， 这主要是由流动性驱动。

有鉴于此， 标准银行认为， 全球流动

性将决定金价未来走势， 而非通胀

率。 标准银行仍认为， 全球流动性条

件将继续利多黄金。 （黄宇）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称

后期钢材需求仍较旺盛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周四发布月度

报告称， 受钢铁生产持续保持高水

平、 钢材需求增长放缓以及国际市场

疲软等因素影响， 后期市场钢材价格

仍将呈波动运行态势。

该报告称， 目前国内市场正值钢

材消费旺季， 受国内保障房建设、 铁

路及农田水利建设等提振， 预计后期

国内市场钢材需求仍较旺盛。

中钢协称， 国内钢铁产能释放较

快， 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仍较突出；

后期市场货币流动性进一步有所减

弱， 企业资金压力也将有所上升； 能

源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将推高企业

生产成本。

（黄宇）

翟超

/

制图

多空分歧依旧

郑棉区间震荡

见惊雷

由于多空分歧依旧， 郑棉期货目前仍处于

区间震荡态势中。 主力

1201

合约昨日收报每

吨

23720

元， 跌幅

1.41%

。 郑棉短期或维持震

荡态势， 投资者谨慎观望为主。

受到美元大涨影响， 隔夜美棉大幅下跌，

其中

12

月合约近于跌停。 但昨日郑棉相对抗

跌。 实际上， 昨日郑商所棉花注册仓单从

609

张骤减了

226

张， 余

383

张， 有效预报则为

431

张。 这个现象是较强烈的看涨信号。 从较

长时间看， 国内棉花产量增加幅度有限， 而需

求较为稳定， 供求缺口或长期存在， 对外依存

度有可能继续提高， 这都是支持棉花价格震荡

偏强的积极因素。

另一方面， 目前下游棉纱销售困难的状况

没有改变。 经过了一轮牛市之后， 全球棉花种

植面积增加、 产量增长都是较为确定的。 根据

最新的预计，

2011

年全国棉花播种面积

8100

万亩， 增长

5.2%

， 而上个月预估的数字为

6.6%

， 主要是长江流域受旱涝不利影响。 预

计新年度全国棉花产量不会低于本年度。

从美国农业部上周公布

6

月份报告来看，

全球棉花供求紧张状况将得到缓解。 预计新年

度中国和印度产量分别为

718.5

万吨和

587.9

万吨， 较上个月的估计相同， 美棉产量

370.1

万吨 ， 调减

21.8

万吨 。 但预期中国消费

1034.2

万吨， 调减

10.9

万吨， 全球库存消费

比预计为

40.57％

。

综合看来， 郑棉多空因素交织， 或继续维

持区间震荡态势， 投资者谨慎观望为主。

（作者系上海中期分析师）

中储棉总公司总经理姚明烨称

中国正探索进口棉收储新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 李哲

中储棉总公司总经理姚明烨

16

日表示， 中储棉总公司正在按

照有关要求做好新年度实施棉花临

时收储预案的制度设计。 考虑到通

过国内资源补充储备的难度较大，

中储棉正探索建立一种进口棉收储

的新机制。

姚明烨是在

16

日 “

2011

中国

国际棉花会议” 上做出上述表态

的。 他提出， 中储棉公司在 “十

二五” 时期构建 “三大板块” 的

发展思路。 即构建进口棉入储机

制、 构建棉花储备轮换机制， 构

建棉花物流网络。 第一大板块，

构建进口棉入储机制。 由于我国

棉纺产业的持续发展， 市场缺口

依然需要进口来解决。 从

2004-

2009

年， 我国年均棉花进口量在

230

万吨以上， 最高年达到了

400

万吨。 中国对外棉花依存度高的

格局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可见， 通过国内资源补充储备

的难度也比较大， 需要探索建立一

种进口棉收储的新机制。 中储棉公

司通过集中采购， 一方面可以增加

储备资源， 降低成本， 另一方面可

以调整或优化储备棉的库存结构。

第二个板块， 构建储备棉定期

轮换机制。 通常情况下棉花存放

3-5

年， 都会发生品级的自然下

降。 目前储备棉轮换工作是由国家

有关部门下达计划， 由中储棉公司

按计划来实施，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

效， 但是由于储备棉降级带来的质

量损失， 也给国家增加了财政支

出， 而且储备棉结构也需要不断地

优化。 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储备棉轮换机制， 中储棉公司将按

照同质同量原则， 销售陈棉购进新

棉， 为储备棉轮换探索新路， 积累

经验， 并建立起长效机制。

第三个板块， 构建棉花物流网

络。 中储棉公司为了完成国家宏观

调控任务， 落实好 《临时收储政策》

及轮换任务， 自有仓储设施仍然不

能满足需要， 因此需要与社会一批

交通便利、 设施完好、 管理水平高

的仓库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姚明烨表示， 中储棉公司已经

开展了进口棉代理业务， 仓单质

押、 代储代运、 交割库、 保税库等

业务。 今后要进一步发挥中储棉公

司在政策、 资金、 资源、 仓储、 人才

以及信息方面的优势， 大力开展物流

服务业， 构建以中储棉公司为龙头，

辐射全国、 灵活便捷、 高效运转的棉

花物流网络体系。

据了解， 为了稳定棉花生产， 今

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了

《

2011

年棉花临时收储预案》， 决定从

2011

年开始实行棉花临时收储制度，

提前公布价格是

1.98

万元

/

吨， 使纺

织企业、 棉农以及棉花产业链的各经

营者有了心理的预期； 明确了收储的

范围， 在

13

个主产区进行； 确定由

中储棉公司具体实施并规定了收储时

间。 中储棉总公司成立

8

年来储备棉

吞吐总量超过

800

万吨， 储备规模达

到

130

万吨，

2008-2009

年两年的时

间储备棉出库量达到了

530

万吨。

通胀和盈利

支持资产价格强势

许江山

下阶段股市走势将较大程度取决于企业盈

利水平。 而企业盈利可以简单地视为企业收入

和利润率的乘积。 企业盈利或者盈利的增长率

统计口径都是名义值而不是实际值。 而我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的口径是去除通胀后的

实际值， 因而两者从口径上是有明显区别的。

这可能是我国经济增长率和股市走势背离程度

较高的原因之一。 目前， 去库存化已经成为市

场的共识。 而此次去库存更多是因为供给面的

影响而不是需求面的影响。 从宏观经济数据上

表现为供给类的指标， 如采购经理指数和工业

增加值的回落较为明显； 而需求类的指标， 如

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却依然保持较

高的增速。 这意味着当前经济的放缓主要是源

于供给面的原因。 笔者认为随着供给的逐步恢

复， 此次的去库存周期不会对企业的盈利产生

明显的负面影响。

导致企业盈利变化更重要的因素是利润率

的变化， 而通胀周期的变化是导致企业利润率

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因为通胀周期的变化影响

着企业销售价格和成本价格的变化， 最终必然

对企业的最终盈利影响巨大。 而通胀周期往往

也决定了库存周期， 因而通胀周期也借助库存

周期这个 “媒介” 从另外一个角度影响着企业

盈利。

当前， 通胀的影响更为关键。 因为对通胀

的判断除了有上述影响之外， 还直接影响市场

对政策的预期。 而官方对通胀的判断也会直接

影响到最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从长期来看，

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提升， 压力必然逐渐传导至

最终消费品。 另外从产业或者产业内不同产品

的角度来看， 在此轮通胀周期中， 涨幅最多的

商品往往也是劳动最为密集的商品。 再细看农

产品， 其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的花生、 油菜

籽等的涨幅明显高于劳动力占比较低的小麦和

粳稻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 劳动力成本上升确

实是这次通胀的推手。 但是在分析股市和商品

的影响， 上述推断可能用处不大， 因为上述推

断着眼于较长的时间周期， 而对市场产生较大

影响的更多在于通胀短期走势。 而且劳动力成

本推动的通胀必然不是持续上升的， 通胀过高

影响到经济增长时， 必然也会压制劳动力成本

的继续抬高， 因而我们应该将关注的重点集中

在对于短期的通胀走势上， 尤其是今年下半年

的情况。 根据之前的旱灾和近期的猪肉价格走

势， 以及农业部和商务部公布的价格指数， 笔

者仍然认为食品环比涨幅是判断通胀走势拐点

之关键， 而从

3

月以来， 食品价格持续环比回

落。 笔者认为， 通胀将在三季度见底， 四季度

将出现明显回落， 政策在三季度末出现明显放

松的概率较大。

对于商品和股市全年的走势， 笔者认为下

半年将会明显好于上半年。 就全年来看， 四季

度出现强势格局的概率最大。

（作者系广发期货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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