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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期货分析师周行情观点20200727 

本周国金期货分析师团队周度行情交流例会就市场热点板块和品种交流市场观点，并提出客

户投资合理建议，现将会议分析师发言要点和主要投资建议整理如下。 

一、股指期货周度观点： 

上周国内股指冲高回落，未能填补前周的大阴线，市场再度受到场外因素的影响。从跌幅

情况来看，上周金融、创业板等跌幅较大，对市场形成较大拖累，北向资金的大幅流出也使得

市场震荡加剧。目前市场资金面已经悄然发生变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依然没有好转，近期汛

情的压力还未减退，市场仍面临居多的不确定性。而随着中美相互关闭领事馆的影响，宏观方

面的担忧还将持续。操作上，建议短线保持观望，中线依然可以看高一线。 

二、股指期权周度观点： 

2020-7-27 股指期权策略 

1、 策略总结 

上周策略推荐，IO8月看涨4650实现翻倍，IO8月看跌4550实现翻倍。 

2、 市场观察  

股指期权8月成为当月的首周，出现了较大的震荡，期权满足了多空交易者的投资需求。目

前交易者仍属于无差别的加大了对看涨和看跌期权的热捧，上档压力略大于下档支撑，本周很可

能走出探低回升走势。 

3、 策略推荐 

Long IO2008-C-4550@100 

Long IO2008-P-4450@100 

三、油脂板块周度观点： 



中美协议是特朗普第二次参选总统选举的重要政治资本，外交事件和美国对华为制裁影响力

市场认为分量是相当的，都是停留在可控的领域。所以美豆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大跌，国内今晚反

应要比周三来的更强烈一点。近期豆粕的逻辑主要是买美豆，然后是天气溢价，中美外交事件则

是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国内粕价趋势。所以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和买美豆并不矛盾。 

豆粕3000以上逢低买入为主，同时建议买入01看跌期权保护。 

套利:豆粕9-1正套继续持有。多豆粕空菜粕09入场 

四、钢矿板块周度观点： 

1、上周全国建筑钢材产量继续回落，需求端受到不同程度阴雨天气的影响，整体需求出现

下滑，社会库存上涨明显，价格整体呈现震荡偏弱趋势运行。首先供给来看，目前产能处于高

位，近几周连续回落，本周降幅大幅收窄，但仍维持在去年最高水平，在目前合理利润下，预计

螺纹钢供应短期内继续下降幅度不大，钢材产能处于高位可能是近期市场趋势的特点之一。但从

需求端看，本周成交量环比上周下滑，全国多数区域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终端采购观望情绪浓

厚，商户较为理性看待市场。由于全国多数区域本周仍将阴雨天气为主，整体需求或将难有明显

好转。综合来看，本周产量高位继续下滑，钢厂库存增加，钢材厂内库存与社会库存全面增长，

市场心态更加谨慎，加之天气等不确定性因素，钢材价格存在高位回落风险。 

2、原料方面，铁矿石四大矿山发运环比回升，但同比增量仍不明显，短期内供应端对铁矿

价格支撑减弱。上周淡水河谷发运量同比增长，必和必拓发运量超过预期，矿石发运量保持高

位，后期到港量将处于较高位置。上周国内港口铁矿石库存11326万吨，较前一周增加278万

吨，增幅2.52%，数据显示港口库存加速累积，原料端供应 

紧张情况正在快速改善。                    

3、由于钢材市场供需两旺格局向宽松转变，一方面钢材产量有望维持高位，另一方面，需

求端因国内天气影响施工，近期明显转弱，需求端存在持续性转弱的预期，未来钢材价格压力将

明显增加。而近期以矿石为代表的原料端供应得到缓解，叠加市场库存高于往年。短期内钢价存

在高位回落风险，原料端，矿石需求稳定，供应正在快速缓解，价格也可能高位回落，建议成品材

螺纹和原料端矿石做好套期保值，积极防范市场风险。 

五、煤焦板块周度观点： 



1、基本观点： 

（1）焦煤：目前煤价稳定运行，煤矿出货基本正常，个别煤矿库存有所增加。国内外价差

缩小，进口政策下进口额度减少，下游采购情绪一般，预计后期进口喷吹煤整体较稳。国内受电

煤价格上涨和化工行业开工上升影响，钢厂无烟喷吹煤到厂成本增加，部分新招标钢厂到厂价格

较前期上涨20-30元不等。进口限制下，终端与贸易企业额度不足，谨慎采购，对后市多持观望

态度，上周市场成交清淡，多为俄罗斯喷吹煤；澳洲喷吹煤询报盘少。上周Mysteel统计全国

110家钢厂样本：喷吹煤库存339.86，增4.17，平均可用天数13.43天，增0.17天。上周华

东、华南地区钢厂受物流影响库存小幅下降，目前钢厂库存处于正常偏上位置，高炉需求依然旺

盛。 

（2）焦炭：上周焦炭现货市场偏弱运行，三轮降价落地，部分焦企酝酿提涨反弹，焦钢博

弈激烈，目前焦企较高利润影响下，开工目前维持高位，江苏徐州焦企计划提涨50元/吨，钢厂

多以按需采购为主。上游焦企出货顺畅，贸易商询价积极，存拿货意愿。达成成交较少，下游钢

厂利润维持在较低水平，部分钢厂任是存在压价意愿。港口方面可贸易资源任是处于低位，贸易

商报价少，出货意愿不佳，准一级冶金焦炭1850元/吨，现汇出。 

2、期货盘面： 

(1)焦煤：JM2009上周较大幅度上涨，开盘1215，收盘1237，最高1247.5，最低1203，

周成交平均价为1225.79，+2.36%，创下今年新高1247.5，周成交量330226手，周持仓量

77695手、+2749手，MACD高位钝化已较长时间，后续是否能持续上涨或者适当回调需要看现

货端情况。焦煤今年以来未一直稳步上涨，未出现大的回调，后续行情注意空头资金情绪。 

(2)焦炭：①上周黑色期货市场整体大上涨焦煤焦炭涨幅较大，螺纹热卷铁矿整体小幅度上

升，J2009上周开盘1943，收盘1979，最高2025（23日夜盘），最低1930.5，+1.85%，成

交量84.9万、+36967手，持仓量11.6万、-8377手。J2101合约上周，开盘价1893，收盘价

1939.8，最高1977.5，最低1880，+2.46%，成交量75373手、+23927手；持仓量23862

手，+5781手；成交持仓量、资金流入量明显增加，可考虑为到期合约转移。后续留给j2009合

约的时间和空间逐渐缩小，长线建议可等待j2101合约整理回调合适后进行建仓。 

②整体图形上，焦炭处于上涨5浪中，后续是否会继续上涨还是转头向下调整，主要可关注



支撑压力位2062-2020-1980-1965-1935附近。整体因时间空间不足，后续J2009合约建议

观望，等待2101合约整理后适当时机入场。 

③现货端相对弱势运行，期货强势上涨，其上涨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投机资金的进入活跃市

场，散户追涨情绪高。但周五收盘前几大投机资金仓位基本出尽（混沌天成净多头5000余手一

周内建仓，一周内出尽，及国富期货、光大期货几家资金较为活跃的投机资金。），周五晚上成

交量明显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活跃的下降。 

3、操作： 

（1）焦炭J2009：中长线观望，短线震荡区间策略，价格突破支撑压力线转换。支撑压力

位2062-2020-1980-1965-1935附近，中长线关注j2101合约。 

（2）焦煤2009：短期高位震荡整理的可能性较大，可观望等待整理后入场。 

六、原油周度观点：  

原油内外盘走势小幅分化，行情分析回归全球疫情控制逻辑 

1、消息面 

（1）CFTC报告显示，截止7月21日当周WTI原油投机性净多头寸持仓增加9125手至

548876手合约； 

（2）ICE报告显示，截至7月21日当周，布伦特原油投机性净多头仓位增加2749手至

212524手合约； 

（3）贝克休斯数据显示，截止7月24日当周，石油钻井总数量增加1座，为3月份以来首

次。 

2、供需情况 

 （1）EIA报告美国原油库存增加489.2万通至5.36亿桶；美国精炼油库存增加107.3万

桶；美国汽油库存减少180.2万桶；美国库欣原油库存增加137.5万桶；炼厂设备利用率

77.9%，预期值78.6%；上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增加10万桶至1110万桶/日，除却战略储备的商

业原油上周进口594.1万桶/日，较前一周增加37.4万桶/日。美国上周原油出口增加45万桶/

日至299.3万桶/日。 

（2）美国7月制造业PMI初值51.3回升到荣枯线上方，为2月以来的首次；欧元区德国、法



国、英国的综合PMI初值也继续回升，表明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在后疫情时期得以逐步恢复，这

为原油需求持续增长带来了支撑。但本周的中美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又使得需求蒙上一层不确定

性，以周度价格表现来看，上周国际市场短暂突破后再度陷入两难格局，继续突破有需求压制，

但价格回调又受到供给的支撑。 

（3）中国市场二季度GDP增长3.2%，经济增长开始由负转正，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原油

需求端需要紧盯中国，但中国需求并不可能全面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在出口面临萎缩的情况下，

原油消费的大逻辑需再次回到全球疫情的控制问题上。 

3、观点概述 

（1）受美国疫苗研制成功消息的利好刺激，截止上周五国际油价集体走高，NYMEX原油期

货9月主力合约周上涨1.4%报41.34美元/桶，布伦特原油10月主力合约收盘报43.89美元/

桶，周涨幅1.34%；上海SC原油9月主力合约周五报收295.8元/桶，周跌幅-1.63%，上海SC原

油从9月合约到12月合约悉数走低，截止今日国内午盘时间价格已跌破60日K线支撑，上海SC原

油本周未来交易时间段继续谨慎看跌。 

（2）随着上半年的中国超额采购陆续到港，国内炼厂开工率创出新高，短期之内国内原油

价格将保持弱势格局。但随着国际市场近期价格的支撑，以及进口原油配额的减少，下半年中国

原油采购量和加工量或将出现降速的风险。 

（3）当前的原油市场需要继续等待行情的引爆点的出现，可关注疫情疫苗传出更为利好的

消息，关注中美之间摩擦的进一步升级与否，总之在行情没有明朗之前，需要谨慎操作。 

4、策略建议 

下调上海SC原油中线多单建仓价位：布局SC2009中线多单，待价格回落到275-280元/桶

的区域以15%的仓位缝低建立多单，预期中线持有第一目标位315-330元/桶左右，设置15元的

止损，若价格快速下跌到260-265左右的止损线，需止损离场再观望。中线持有过程中保持持续

的评估和修正。 

5、风险提示 

 国际原油价格在止跌回升期间发生大幅波动和价格快速下滑的情况依然存在，并可能维持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七、棉花周度观点： 

中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

动提出具体要求。此举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此次中国意在对美国 7月21日单方面突然要求中方

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做出回应，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消费国，美国是最大的棉花出口国。

两国在棉花及纺织服装贸易方面有密切相关。 

根据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ICAC）7 月 1 日发布的全球棉花产需预测，2020 棉花年度

全球棉花产量 2486 万吨，同比减少 129 万吨；消费量 2331 万吨，同比增加 77 万吨。

产大于需状况由 2019/20 年度的 361 万吨缩至 2020/21 年度的 155 万吨，减幅高达 

57%。2020/21 年度全球棉花产大于需格局的改善以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对市场信心的逐步修

复，将为棉花价格提供上涨动力。 

传统淡季的来临， 国内纺织市场持续低迷，纱、布销售明显差于往年。6 月份以来，国内

棉花现货价格上涨超 过 2%,棉纱、棉布价格则分别下跌 0.6%、0.12%，上下游市场价格传导

失灵。据国家棉花市 场监测系统调查显示，7 月初，被抽样调查企业纱、布产销率分别为 

89.8%、86.2%，分别比 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6.1 个百分点和 9.7 个百分点 

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还在继续发展演变，国际贸易关系和地缘政治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令市

场担忧，国际棉花价格在反复波动中整体上移概率较大。 

上周我们建议保持保持逢低做多思路，目标是先破前高，再去寻找12400-12500/12900-

13000的高点，现以上目标均已达成，利润在400点左右。且上周盘中冲高后反手做空，目前空

单持有，逐步减仓，利润也有400多，空单目标或可期待60日均线附近。 

波段行情没有很好的入场点，短线可以逢高做空。 

八、豆粕周度观点： 

供给端：有报道称下半年或发生拉尼娜现象，天气炒作预期增强；美豆7月集中到港量增

加；中国关闭美在成都领事馆，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加强；油厂有挺价惜售心理，对豆粕形成支

撑。 

需求方面：南方疫情后，生猪存栏量持续增加，中长期生猪养殖修复确定，加上进口水产发

现病毒，对国内蛋白价格提振，养殖需求强烈。 



综合来看，目前豆粕存在天气、疫情、中美关系走向和强劲的需求综合影响，豆粕判断震荡偏

多。 

九、白糖周度观点： 

本周白糖现货价格小幅回落，且售价同步回落，主要因现货市场需求阶段性降低，市场进口

供应充足导致。 

国际糖市：巴西糖厂仍继续上调制糖比例，市场预计 7 月上半月巴西中南部糖产量或为两

周以来高值，加之出口糖价高于乙醇售价，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巴西部分糖厂受干燥天气影

响，部分糖厂出现停机现象，或抵消部分供应过大压力，预计后市原糖仍维持震荡趋势。 

国内糖市：目前白糖处于纯销售期，加之夏季饮料及冷冻品需求处于增加趋势中，支撑糖

价。不过 6 月白糖进口量环比大增，且现货市场糖源流通受阻，加之国产糖亦存在较强的出货

意愿，但白糖需求阶段性减少，导致整体白糖出货不畅。此外，随着中美关系紧张程度升级，商

品系统性风险加强，资金入市较为谨慎，以上因素或造成下周糖价仍走弱的可能。 

操作上：建议郑糖 2009 合约短期偏空思路对待，近期中美关系紧张，随时都可能出现“黑

天鹅”事件，因此建议投资者用期权做保护，具体建议是买入虚一档到二挡的认购或认沽期权。 

十、PTA周度观点： 

 

 
图一 图片来源：国金期货-博易云交易版 

（1）从图一可以看出PTA主力PTA2009今日增仓11853手。交易量方面，今日

PTA2009合约成交量约为58.3万手。  



 
图二 图片数据来源：国金期货-博易云交易版 

（2）PTA2009今日价格高开低走，盘中震荡！今日收盘于546元/吨。盘中最高点在

3598元/吨，最低点在3538元/吨。结合盘面综合分析，PTA目前开工率小幅增加，消费不

畅。操作建议：继续等待回踩，回踩后增加仓位买入！ 

十一、橡胶周度观点： 

1、消息： 

（1）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 6 月橡胶轮胎外胎产量 为 7102.3 万条，同比微增 0.5%。1-6 月橡胶轮胎外胎

产量较 上年同期减少 12.1%至 3.56978 亿条。  

（2）据隆众资讯统计，本周半钢胎厂家开工率为 65.46%，环比下跌 1.18%，同比下跌 

4.73%；全钢胎厂家开工率为 71.16%，环比  

持稳，同比下跌 0.26%。  

2、泰国 

（1）2020 年 1-6 月泰国天然橡胶（不含复合橡胶）出口总量为 133.5 万吨，同比下

降 20%；出口中国总量为 48.4 万吨，同比降 25%。  

（2）混合橡胶出口总量为 90.7 万吨，同比增 51%；出口中国总量为 90.6 万吨，同比

增 51%。   

3、周度观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橡胶轮胎产能是减少的 ，全钢胎和半钢胎本周无大的变化，维持

的65----70之间的开工率。市场短期表现疲弱，原油亦进入震荡整理区间，无量上行。需求方

面，国内工厂开工率稳中略升，但是海外疫情反复出口订单仍处于 缓慢恢复中，市场短期需求

端拉动有限。 

4、操作上： 

无明显的趋势机会，继续观望、或者选择期权的替代方式，底部建仓持有，以观后市。 

十二、铜周度观点： 

1、宏观：①中美关系再度恶化，互关对方大使馆，宏观情绪利空。②市场流动性充裕，支

撑铜价。欧盟7月22日就包括7500亿美元复苏基金在内的经济支持政策达成一致意见；市场预计

美国国会本月也大概率会推出规模约10000亿欧元的财政刺激政策。③美元指数创近两年新低。 

2、供应：本周TC继续回落，跌至49.8美元。秘鲁和智利疫情仍未缓解，疫情对供应端的扰



动依然存在。上周智利矿企工会罢工增加市场对铜矿供给的担忧，但智利政府已介入协调矿企与

矿工之间的关系，罢工影响正在走弱。 

3、废铜：本周精废价差继续拉大，废铜杆市场交投火热，废铜制杆企业开工率维持高位，

对精铜消费替代作用明显。固废中心公布第十批批文量，仅1.01万吨，废铜供应仍然偏紧。 

4、需求：下游多数行业进入传统消费淡季，下游订单减少。叠加南方雨季影响，需求负面

冲击较大。 

5、现货及升贴水：现货维持升水，但升水幅度较上周有所减少。广东地区现货价格52000

元，升水30元，较上周减少35元。上海地区现货价格51670元，升水55元，较上周减少35元。 

6、库存：SHFE库存15.77万吨，环比减少0.09万吨；LME铜库存14.17万吨，环比减少

1.56万吨；COMEX铜库存8.08万短吨，环比增加0.06万短吨。全球三大交易所库存减少1.59

万吨至38.02万吨。上海保税区铜库存减少0.5万吨至21.1万吨。 

7、核心观点：中美关系再度恶化，摩擦冲突未来可能成为常态，避险情绪升温。欧盟和美

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仍将延续，经济复苏预期改善，市场流动性充裕，一定程度上支撑铜价上涨。

但海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国内下游需求走弱迹象明显，叠加国际紧张形势阴影，铜价短期震荡

下行风险加大。 

8、策略建议：多头格局不变，警惕短期回调风险。 

十三、锌周度观点 

1、海外疫情持续发酵背景下，中美贸易纷争再起，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伦锌弱势运行，然

受美国6月新屋销售总数和7月制造业数据利好刺激，伦锌跌幅有所收窄，短期关注中美贸易发展

情况。宏观上美国数据利好带动，且国内旺季消费预期背景下社会库存去化速度较快，基本面支

撑暂强，提振沪锌走势，然中美关系增加短期风险因素。截至7月24日，SMM七地锌锭库存总量

为19.89万吨，较7月17日下降7800吨，较7月20日下降6200吨。上周七地库存录得较大降

幅，主要由上海及天津地区贡献。上海地区下降4000余吨，主因到货方面受南方汛期洪水影响

物流，入库节奏受到影响，而出库方面上周下游企业逢跌采买的意愿转好，整体录得降幅。天津

地区受制于仓库到货略有问题，入库量减少，出库相对正常。广东地区下游逐步回暖，采买意愿

转好，录得小幅下降。总体来看，原沪粤津三地库存下降7800吨，全国七地库存录得下降7800



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吨。 

2、今日预计：预计伦锌价格在2000-2200美元/吨区间内运行。预计沪锌2009合约价格在

17500-18200元/吨区间内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