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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期货周度策略观点 20181112 

 

周度观点 周度逻辑 往期观点回顾 

金融类 

股指：缩量调

整不改政策底

部确立 

 

韩颖朗 

F3039791 

上周市场弱势调整，成交量连续回落，市场存在回调的压力，但

抛压并不明显，各项流动性指标没有走弱迹象，说明在此位置上

市场对于个股的价值较为认可，市场情绪没有再次走弱，下周市

场将进一步巩固政策底部，迎来情绪修复性反弹。十月份市场在

成交量、流动性与强势股补跌等方面的表现说明市场情绪较之前

发生变化，悲观的市场情绪转暖，这意味着这流动性将逐步改

善；随着年末各类会议举行与下年工作安排部署展开，市场情绪

将进一步转暖，进而吸引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今年以来下跌的

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它既影响了短期市场情绪，又改变了

对于行业与企业基本面的预期，随着两国领导人协商与美国中期

选举落地，中美贸易摩擦如果能够有所回转，将带来基于基本面

而不仅仅是市场情绪的超预期利好。 

操作上，单边投机方面，下周可择机多单建仓，建仓时间参考成

交量与消息面的利多因素；套利方面，虽然市场迎来情绪修复行

情，流动性较之前将有所改善，但不意味着某一板块或行业能够

持续拉动上涨，市场表现有可能类似十月份，由不同行业轮番带

领上涨，但板块与行业的持续性将强于之前，因此可以关注信息

技术、基建、券商等与政策面扶持联系较为密切行业的阿尔法套

利。 

20181105《股指：

政策底部确立 可

操作性强化》 

贵金属：美元

方向不明 呈

现抗跌性 

 

展大鹏 

F3013795 

1、美国中期选举期间，黄金并未起到明显的避险属性，价格呈

现弱势运行。但美元亦呈现高位震荡偏弱之势，方向不明，黄金

也呈现一定抗跌性，或在等待美元的最终方向。 

2、黄金短线压力仍较大，一是美股现企稳迹象，针对美股大跌

的避险属性有所消褪；二是美国中期选举，从市场表现来看，起

到主要避险作用的依然是美元；三是美经济就业数据强化加息预

期。 

3、金价连续两个季度下跌后，市场对于四季度企稳反弹期待颇

高，虽然加息压力在前，但黄金依然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由此

来看黄金若短线下跌或成为买入的契机。但也要注意，利空未完

全落地前，上行的空间会比较有限。 

20181105 《 贵 金

属：无惧非农利空  

表现偏强》 

有色金属类 

铜：技术面走

弱 

 

徐迈里 

F0292919 

1、从技术面来看，跌破 6100美元的支撑后，铜价弱势已经显

现。未来一旦继续跌破 5975美元，跌势将进一步被确立； 

2、从基本面来看，需求淡季特征逐步显现，未来难有明显改

观； 

3、从宏观层面来看，债市走强股市下跌，大环境的疲软短期难

有改观。不过仍需警惕可能出台超预期降税政策给市场形成短期

利多。 

20181105《铜：波

动率放大，走势偏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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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我们建议以震荡偏弱的思路对待。 

镍：看空情绪

不减 跌势延

续 

 

展大鹏 

F3013795 

1、本周受美国中期选举影响，宏观延续弱势，抑制市场情绪。

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对工业品均不利。

另外，前期也提到，国内经济走弱下都在关注政府调控政策，高

层喊话、政策跟不上难有效提振市场情绪。另外，近期美元一直

在高位徘徊，趋势性不明，有色整体也就呈低位震荡偏弱走势。 

2、基本面预期太弱，一是不锈钢显性库存走高，这表明增产后

的消化难度在加大；二是镍铁大幅增产预期很强，预计将带动镍

铁报价的进一步下滑，镍与不锈钢之间再度形成恶性循环；三是

新能源电池炒作的降温。但也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内外库存仍

在下滑，特别是内盘；二是贸易商和终端的看跌情绪也抑制了部

分刚性需求；三是沪镍领先产业链下行，下游利润被动出现，电

解镍低于镍铁下潜在需求存在。当然如果单从基本面预期去测算

短期支撑位，从电解镍或镍铁静态成本，粗算在 9万左右，仅作

为一个参考。 

3、继续关注盘面带来的信息也要注意，配合较为悲观的宏观情

绪，市场看跌意愿进一步增加，近期行情再度呈现增仓下行之

势，减仓对价格的提振及修复作用有限，这种情况下难改弱势运

行。 

20181105《镍：宏

观转暖  短线止

跌》 

铝：有色整体

偏弱 铝独木

难支 

 

展大鹏 

F3013795 

1、宏观方面，本周受美国中期选举影响，宏观延续弱势，抑制

市场情绪。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对工业

品均不利。另外，前期也提到，国内经济走弱下都在关注政府调

控政策，领导喊话、政策跟不上难有效提振市场情绪。另外，近

期美元一直在高位徘徊，趋势性不明，有色整体也就呈低位震荡

偏弱走势。 

2、基本面方面，铝近期外盘释放的信号偏强，但并不稳定，氧

化铝报价不再坚挺下，成本支撑并不被市场看好，市场情绪上依

然偏空一些。国内方面，一是氧化铝部分区域报价走高使得整体

成本进一步抬高，但市场也在担心氧化铝较高利润下外强内弱；

二是现货在价格走弱后升贴水并未走高，说明未现紧张态势，较

高的库存在淡季来临时存在较高的震慑力。另外，铝上在四季度

本来也是淡季，抛盘压力往往会加大，只是今年来看会偏小，因

为约 40%左右的冶炼厂已处于亏损运营。 

3、铝价仍跟随有色整体走势，外盘铝价难以企稳也给国内市场

带来一定冲击，配合较为悲观的宏观情绪，市场看跌意愿进一步

增加，但受制于铝冶炼企业成本因素，资金主动性做空意愿不

强，行情呈现减仓下行之势，也多以短线为主。 

20181105《铝：宏

观转暖 暂缓下行

压力》 

矿钢煤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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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现货价

格跌势加速，

仍将震荡趋弱

运行 

 

邱跃成 

F3046854 

 

戴默 

F3043761 

螺纹方面，在双休日期间现货价格出现加速下跌趋势，而工信部

表态高昂的钢材价格不可持续，市场依然笼罩在一片利空氛围，

下周初螺纹盘面或仍将进一步向下寻求支撑。不过当前钢厂利润

已大幅收缩，当前螺纹钢盘面价格不但跌至电炉钢的成本线以

下，也已经跌至部分高炉钢厂的成本线附近，后期成本支撑将逐

步加强，价格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 

热卷方面，本周部分热卷钢厂复产后产量继续释放，热卷周产量

增加 7.33 万吨至 327.44万吨，热卷社会库存下降 16.62 万吨至

224.35万吨，钢厂库存下降 0.36 万吨至 83.92万吨，显示当前

贸易商主动出货且减少囤货行为，但整体来看成交情况一般。尽

管年末为汽车产销旺季，但当前来看家电汽车数据持续低迷，1-

10月汽车产销数据同比分别下降 10.1%和 11.7%，为今年以来首

次负增长，预计未来热卷需求仍旧较差，且年末仍有热卷产线投

产，供应或将持续承压。短期来看，热卷或仍将维持弱势震荡态

势运行。 

20181105《钢材：

环保弱化 VS 现货

强势，或将区间震

荡运行》 

铁矿：价格回

升 

 

张岩 

F3050913 

上周铁矿石盘面偏强震荡,其中铁矿石主力合约上涨 3.24%，持

仓量周增加 24606手。铁矿石基差为 40，周走弱 7，预计后期基

差偏弱震荡。上周港口铁矿石价格整体偏弱，走势分化。其中块

矿、澳粉价格小幅回落；巴粉涨。当前环保限产力度不大，部分

地区钢厂复产，铁矿石需求依然良好。且港口主流澳粉紧缺，价

格坚挺，提振盘面。BHP矿山铁路事故影响后期发货量，进一步

利多铁矿石。虽然人民币贬值预期减弱，但后期依然有贬值的空

间，支撑铁矿石成本。短期内铁矿石乐观对待，但中后期各地环

保限产力度预计加大，铁矿石需求压力或显现。另外需注意本周

铁矿石运价减幅较大，对铁矿石是个利空，后期盘面或会体现。 

策略：多铁矿石空成材 

风险点：环保限产力度加大 

               成材走弱带动铁矿石走弱 

20181105 《 铁 矿

石：逢低做多》 

煤焦：焦煤震

荡为主，焦炭

关注库存变化 

 

王心彤 

F3051297 

焦煤：上周焦煤盘面震荡下行。现货方面，供应偏紧的局面未实

质改善下，现货价格高位运行。供应方面，澳洲进口或有增加，

蒙煤通关车辆下降，后期或将恢复。国产端前期受山东和山西省

核查煤矿生产影响的煤矿正逐步恢复生产。需求方面，上周焦化

厂产能利用率小幅持平，华北、东北、西北等区域开工微增，山

西、河北等环保检查相对宽松，有部分焦企小幅提产。总体来

说，现货价格仍将维持高位，对盘面也有一定支撑，但焦煤受交

割影响盘面有一定压力，因此仍区间震荡为主。 

焦炭：上周焦炭盘面先扬后抑。现货方面，第三轮上涨落定，短

期稳定运行。供应方面，目前焦化开工正常，暂未受到限产影

响。需求方面，高炉开工高位，需求较好。库存方面，在目前钢

厂限产程度不高情况下，焦炭需求较好，焦化厂焦炭库存仍在持

续减少，库存低位。港口库存有所增加，南方钢厂受进博会影

响，采购减少影响。后期来看，进入采暖季，在环保不实行一刀

切的限产情况下，对焦钢企业的限产都有一定的范围，因此后期

焦炭的供应和需求都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今日冬储钢材价格的下

滑，对焦炭价格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后期关注限产实际执行情况

以及库存变化，盘面目前基差较大，短期或修复基差为主。 

20181105《煤焦：

焦煤现货坚挺，采

暖季焦炭取决于

实际限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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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终端

高库存抑制价

格反弹高度 

 

张笑金 

F0306200 

从港口情况来看，目前北方港口 5500大卡现货主流报价 645-

655元/吨，5000大卡报价 585-595元/吨。月初港口成交有一定

恢复，水泥厂等用煤对于价格敏感度不高，电厂方面因库存较高

仍以零星采购为主，对高价煤有一定抵制。部分坑口价格小幅回

落，修正了前期倒挂的情况。 

 供应方面，坑口受到环保检查部分小矿受到影响，但对于大矿

影响有限，总的供应依然平稳。需求方面电厂全年大部分时间采

取淡季补库存的策略，目前重点电厂、沿海六大电库存均处于较

高位置，可用天数超过 30天，而日耗与历史同期比又相对偏

低，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主导的价格上行预期逐渐减弱，尽管

11月下旬日耗将有较大幅度提升，但因电厂库存充裕，12月仍

有部分长协，1月份进口放开预期较强，明年春节在 2月 5日，

因此留给现货发酵行情的时间非常有限。不确定性因素依然是天

气。 

 盘面 1901 合约在 620元/吨以下暂时遇到买盘，未来能否企稳

还需要验证，目前看随着天气转冷，港口市场气氛也将悄然发生

转变，尽管反弹高度有争议，但继续杀跌的空间也将十分有限，

除非坑口继续出让价格空间。未来的关键仍是日耗变化。随着盘

面绝对价格走低，买盘意愿将逐渐显现。操作上可关注 901合约

能否在 620 元/吨位置企稳，采取回调买入的思路。 

 

能源化工类 

原油：油价支

撑难觅，惯性

下跌概率大 

 

钟美燕 

F3045334 

 

杜冰沁 

F3043969 

1、原油期价连续四周下跌。连跌十日，创 3月 8日以来新低，

WTI较 10 月 3日的高点已下跌了 24%，跌入熊市。布油跌破 70

关口，并连续五周收跌。基本面出现的一些变化，市场对供需两

个维度的信心受到冲击。 

2、美国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豁免程度高于预期，来自供应方面的

紧张大幅减少。沙特的记者时间、八国伊朗原油进口豁免权事

件，包括近期提到的的“脱 OPEC”组织的研究，事件型的短期

反弹驱动相对来说不强。 

3、可能的利好支撑——“2019 年出现新的减产可能预期”，俄

罗斯石油公司称，不排除 2019 年减产的可能性，俄罗斯需要继

续与其他产油国进行合作。但这消息对盘面的支撑有限，我们认

为这需要进一步测试 OPEC以及俄罗斯对低油价的容忍度在多

少。 

4、综合来看，油市的供需平衡发生扭转，在需求淡季叠加产量

节节攀升的背景下，油价的反弹支撑因素难觅，因而此轮油价大

概率还得继续向下寻找支撑，WTI 跌破 60关口，布油跌破 70，

这两油种整数关口的支撑也来越弱化。近期油市处于一个相对空

头格局中，价格呈现了大幅下挫，内盘近日亦跌破 500 关口。惯

性式下跌还会延续，短期油价还是以谨慎偏空思路对待。 

20181105《原油：

预期在大跌中被

扭转，价格弱势延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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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下跌驱

动弱化，关注

边际支撑 

 

钟美燕 

F3045334 

1、供应层面，北方气温骤降，大部分地区进入取暖季均在 11月

上半月。据悉青海中浩 60万吨甲醇装置为保障民用气，接政府

通知从 11 月 5日开始，停车 4 个月。开启了气头甲醇限产的篇

章，此外焦化的限产与天然气错峰调节的机制即将生效，关注供

应方面的边际调节。尤其是气头甲醇装置的开工情况。     2、

政策层面的可能支撑，近日，山西两项地方标准《锅炉用甲醇燃

料通用技术要求》（DB/T 1733-2018）和《锅炉用甲醇燃料储供

设施技术条件》（DB/T 1734-2018）实施。这两项标准的实施，

可以有效保障部分地区推广实施甲醇燃料替代天然气供暖，切实

缓解因气源缺口形成的采暖季保供压力和社会风险。         

3、价格来看，近期甲醇期价迅速下跌，修复预期差，且程度比

较激烈。伴随的背景是原油价格的下跌、pp利润的回归，甲醇

期价往下到 2800元一线，pp－3ma盘面利润上周最高至 1350附

近，我们认为短期价差有回归需求。 

20181105《甲醇：

需求端开工施压

期价，预期差导致

的纠错行情或存

在反弹》 

PTA：油价是 TA

主要矛盾点，

关注 OPEC+减

产会议情况 

 

杨闯 

F3035360 

本周来看，油价依然是 TA的主要矛盾点。油价是本轮 TA调整的

最大推手，下游聚酯在油价下行趋势下更加谨慎，市场采购明显

放缓下游累库，尽管炼厂进行了主动减产自救，无奈市场情绪已

经走坏难改颓势。那么，期价要想止跌，还要看市场之锚的油

价，就油价来说，美国制裁伊朗靴子落地，因有 8个进口豁免国

而幅度不及预期，加之 OPEC+产量大幅增加、季节性消费淡季以

及全球经济股市寻底过程中，油价下行风险仍在。本周油市的变

量在于，11月 11日即将召开 OPEC+减产大会，如果会议达成协

议在 2019 年继续减产，那么油价供应充裕局面将缓解，加之取

暖油消费即将开启，油价大概率迎来反弹，而 TA在 11月维持去

库存状态，大厂挺价以及下游聚酯采购也有望涌现，市场情绪形

成共振，那么 TA阶段底部或将确立。但如果没有达成协议，那

么当前弱势的格局可能延续，或继续向下寻求支撑。 

20181105《PTA：

11月表现看油价，

或先抑后扬走势》 

软商品类 

棉花：缺乏利

好支撑，低位

震荡维持 

 

许爱霞 

F0238688 

从国际市场看，尽管 USDA报告下调美棉产量及全球期末库存，

但需求预期偏差导致利好对美棉提振作用有限，加上北半球新棉

集中上市，短期供应压力加大，加上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重获众

议院控制地位，共和党执章参议院，美后期政策或在两党争议中

掣肘，美棉中期压力不减，下方关注 75美分支撑。 

国内情况亦不容乐观，金九银十未如期出现，十一月份下游又进

入需求偏淡期，而新棉集中上市，加上籽棉价格走低导致近期加

工的机采棉成本下降，轧花厂在资金压力和销售压力下采取降价

销售，而部分企业选择在盘面上卖保，近一周新疆库仓单及有效

预报迅速增加，随着十一月中旬后新疆棉进入内地库，仓单量还

会快速增加，而下游采购意愿较低，短期市场仍看不到有转好迹

象，棉价低位弱势格局难以打破。 

20181105《棉花：

预期偏差，郑棉持

低迷》 

农产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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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淀粉：港

口玉米到货增

加，玉米、淀粉

上行压力加大 

 

王娜 

F0243534 

上周五玉米 1901合约增仓上行，1月合约以当日最高价收盘。

周五，北方港口新玉米到货增加，吉林及黑龙江南部地区玉米上

量增大。周末期间，锦州、鲅鱼圈港口到货玉米数量增加，供应

增加带来的价格阶段性下行预期加大。下周一需要关注北方港口

玉米报价动态及近月合约 1910 元以上区间多头持续拉升意愿。

我们预计 11月北方港口玉米收购报价区间在 1800-1870 元，玉

米 1901合约在 1840-1910元区间波动。玉米 1905合约继续关注

非洲猪瘟及深加工下游消费，预计 1905合约下方支撑在 1950-

1980元。淀粉高开工持续，消费支撑明显，淀粉、玉米价差维

持高位。 

20181105《玉米、

淀粉：拍卖暂停多

头情绪释放，玉

米、淀粉高位回

落》 

豆类：豆粕波

动加大 豆油

跌跌不休 

 

侯雪玲 

F3048706 

USDA 11月供需报告利空但不出意料，美豆收割及南美大豆播种

也基本符合预期。中美贸易仍是豆类市场的主导因素，关注中美

和会晤的结果以及月底的 G20会议。从目前了解看，关税政策似

乎并不怎么为美国选民看重，被认为贸易战伤害的农业州，反而

是更加坚定地支持共和党。中美贸易谈判前景不乐观。国内豆粽

总库存压力均大，期价仍在磨底或探底中，维持空头思路。豆棕

价差有望走扩，可适当参与 1905 合约。 

20181105《豆类：

风险事件密集 豆

类波动加大》 

鸡蛋：后市供

给偏紧 主力

合约先抑后扬 

 

孔海兰 

F3048706 

11月为鸡蛋需求的季节性淡季，本周现货价格小幅回调。根据

最新公布的芝华数据显示，10 月在产蛋鸡存栏小幅下降，鸡龄

结构中，在产蛋鸡占比较上月小幅下降，预计后市现货供给趋

紧。受此影响，本周主力合约先抑后扬。今年 6月以来育雏鸡补

栏量较前期有所减少，由于在产蛋鸡存栏恢复不利，预计后市在

产蛋鸡存栏量或将继续维持低位。随着后市春节贸易备货季的临

近，中长期现货价格或将震荡走强。主力合约处于相对高位，同

时现货价格的回调恐将拖累期价，警惕短期期价回调。操作建

议，逢低短多参与，继续关注现货价格走势及老鸡淘汰情况。 

20181105《鸡蛋：

季节性回调后现

货企稳反弹，通胀

预期期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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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仅面向我公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客户。我们已力求报告内

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品种的操作

依据，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