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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期货分析师周行情观点 20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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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现将会议分

析师发言要点和主要投资建议整理如下：

一：股指周观点

上周国内股指震荡下行，成交量继续萎缩，市场人气低迷。受国庆长假即将到来的影响，

北上资金也持续流出，指数再次考验 3200 点整数关口。近期欧洲疫情再次加重，经济复苏再

度蒙上阴影，再次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操作上，建议观望，等待节后多单的入场时机。

二： 股指期权观点:

1、 策略总结

上周策略，10 月 4700 看涨权利金处于浮动亏损状态，同月 4600 看跌权利金处于浮动

盈利状态。

2、 市场观察

股指期权除春节长假之后，第二次进入长假，目前市场深度虚值看涨期权隐含波动率大幅

上升，投资者锁定了标的指数节后大幅下跌的风险。

3、 策略推荐

Long IO2010-C-4700@100（持有）

Long IO2010-P-4600@100（持有）

三：有色金属周度观点

上周沪锌主力 2011 合约大幅下挫，一度触及 8 月 5 日以来新低 18680 元/吨，多头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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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

期间英国表示考虑再次对全国试行封锁，市场对于海外疫情二次爆发避险情绪升温，股市

下挫，美元指数上扬使得基本金属承压。此外欧美公布经济数据表现一般，海外经济复苏 存

疑，宏观氛围转弱。不过临近周末，美国官员重申宽松政策，美元指数涨势缓和，市场行情分

空头氛围稍降。锌两市库存外增内减，部分持进口货源商家略有调低价格继续出货，下游采购

热情尚好，商家积极入市询价，市场交投范围活跃，成交表现好转。

展望本周，需关注宏观情绪变化及美指走势，不确定性犹存，下方关注技术面支撑。随着

国庆长假临近，下游采购需求将下降，本周去库或放缓。整体来看，短期基本面变化不大，锌

价维持高位区间震荡，后期市场博弈焦点在于供应端产出受限与否及需求增速预期。当前宏观

风险较大，加剧锌价波动，短期或围绕万九一线修整。本周仅三个交易日，投资者关注假期持

仓风险，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短期建议观望。

四：贵金属板块

宏观经济

全球疫情维持高位。美国疫情再度出现反弹迹象，印度单日新增升至近 10 万例，欧洲疫

情持续反弹，法国、西班牙单日分别新增超 1.5 万例、1.2 万例。美国至 9 月 19 日当周初请

失业金人数录得 87 万人，高于预期 84 万人。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和续请失业金人数双双高

于预期，表明美国就业市场仍然承压。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暗示加大对小

企业和失业者援助。欧洲央行表示将在必要时再次加大货币刺激力度。英国央行短期内不会启

用负利率，财政部计划实施新的疫情纾困措施。国内方面，9 月 17 日，国常会要求围绕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9 月 23 日，国常会提出要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

利于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围绕建设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9 月 20 日，最新公布的 1 年期 LPR 为 3.85%；5 年期以上 LPR



2020.09.29 周行情

为 4.65%，均与上个月持平。自 4 月份以来，LPR 已连续 4 个月持平。证监会等三部门发文

降低 QFII、RQFII 准入门槛，扩大投资范围。

贵金属基本面

上周五，道指涨 1.34%，报 27173.96，周跌 1.75%。纳指涨 2.26%，报 10913.56，周

涨 1.11%。标普 500 指数涨 1.60%，报 3298.46，周跌 0.63%。COMEX 黄金期货主力合约

报 1864.30 美元/盎司，本周跌 4.74%；COMEX 白银期货主力合约报 22.99 美元/盎司，本

周跌 14.73%。沪金 2012 结算价为 398.88 元/克，周跌 3.92%，沪银 2012 结算价为 4901

元/千克，周跌 15.38%。

策略建议

操作建议：近期贵金属波动加大，节前可以考虑区间突破期权策略。Au2012C424，5 元

/克左右的权利金买入。Au2012P380，5 元/克左右的权利金。

风险点

欧洲各国已经陆续筹备复工复产，新冠疫情的恐慌情绪退却。

五：原油及能源化工板块

消息面

IEA 月报显示，8 月 OPEC 产量 2451 万桶/日，比 7 月环比增加 83 万桶/日；非 OPEC

产量 1261 万桶/日，环比 7 月增加 49 万桶/日。总体 8 月 OPEC+减产执行率达 97%。上周

欧佩克+公布草案，声明无意继续限制供应，但强调完全遵循产量协议来监督“作弊国”补偿

过剩的生产，将补偿性减产期限延长到年底。如有必要，欧佩克+可以“主动”调整 2021 年

减产配额而不必等到下一次大会。

贝克休斯公布数据显示截止 9 月 18 日当周，美国在线钻探油井数量较前周减少 1 座，目

前为 179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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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情况

上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减少 20 万桶至 1070 万桶/日，商业原油库存减少 163.9 万桶至

4.94 亿桶，减少 0.3%。

国际市场实际需求疲弱导致石油炼厂开工率迟迟不能回升，但上周 OPEC 会议态度较为

积极，短期之内认为原油没有大幅下跌的空间，

观点概述

上周美国原油 11 月主力合约上周报 40.04 美元/桶报收，周跌幅-2.70%，成交量放大，
持仓量小幅减少；布伦特原油 12 月主力合约报 42.26 美元/桶，周跌幅-3.25%，成交量和持
仓量双双放大。国际原油价格重心回到 40 美元附近以暂时企稳并保持弱势整理态势，从长线
的角度来看 2021 年合约，可关注 40 美元以下的长期多头机会。

策略建议

本周策略： 油价短期底部震荡，观望。

风险提示

近期原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导致油价在回稳期内仍然面临较大的波动风险；由于国内

十一长假期间不能与国外市场同步而产生内盘交易及持仓风险加大；由于疫情在秋冬季节可能

的反复，以及国际局部区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国际原油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和价格快速下滑

或脉冲上涨的情况依然存在，并可能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六：黑色板块

上周国内钢材市场继续回落，但市场心态转稳，成交表现一般。期货市场钢材弱势止跌，

市场由下跌转入弱势平稳状态，商家心态趋稳。从成交来看，下游节前备货需求延续，整体成

交继续好转，同时多数地区钢贸商节前做库存意愿较低，整体仍以积极出货为主。由于国庆假

期临近，国庆需求预期已经充分释放，市场弱势仍比较明显，但连续下跌，市场风险释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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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下半年需求高峰，钢材进一步回调空间不大，预计本周国内建筑钢材价格或平稳运行

为主。

七： 油脂板块

中国生猪存栏恢复对豆粕市场形成整体支撑。当前油厂豆粕库存仍存压力，但较前期已

经明显有所好转。库存压力拖累现货基差疲软，但油厂 10-1 月的销售压力不大，下游需求恢

复强劲，预计现货基差在 10 月底到 11 月初会开始走强。市场远期供给存在不确定性，2-3

月美豆成本高于巴西较多，采购巴西担心到港延迟，采购美国成本偏高，下游接受度不好，这

块是潜在变量。当前豆粕市场跟随美豆成本变化，美豆买盘积极，多头拥挤，存在回调风险，

但因为南美供给的不确定性，央企和储备积极采购，外资、民营油厂 10-1 月买货还有一些问

题，这也导致一旦盘面获利回吐，下方仍有持续性买盘，不会担心趋势性反转行情的发生。油

脂方面，市场完全没有压力，我们觉得有的只是多头的成本差异。

另交易所提保会让市场出让部分廉价筹码，在仓位控制好的基础上，建议节前适当补充豆粕、

油脂多单

八：棉花

1.美国财政部周五宣布，将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人权制裁推迟两个月。美国企业

最初被要求在 9 月 30 日之前停止与该兵团的业务往来，但美商务部表示，在距离最后期限还

有 5 天情况下，美企业现在可以在 11 月 30 日之前“结束”业务。

2.本周欧美疫情反弹引发再度实施封锁的担忧,美股重挫，美元指 数上涨，国际棉价随之

下滑。随着北半球棉花逐渐采摘，季节性供应压力增加，部分国家可能实施管控措施，服装需

求或将再度下降。上周皮棉现货成交已有明显降温迹象，短期内国际棉价走势趋于谨慎。同时

中美关系和飓风高发期特殊窗口，棉价波动幅度或加大

3.截至 27 日新疆皮棉累计加工总量 7.6 万吨，其中自治区加工量 4.2 万吨，兵团加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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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万吨。27 日当日增量 1.9 万吨。轧花厂积极抢收籽棉，各地开秤价格不断抬高后，皮棉成

本在 13000 以上，高于现货价格 12700-12800，出现价格倒挂，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观望情

绪渐浓，国内棉价先涨后跌，随着国内市场进入国庆假期， 预计市场继续观望籽棉收购价格

走向，期现货价格继续随大宗商品走势波动。

4.投资策略：

维持前期对美棉的看涨预判，下一步目标期待 70 美分。

国内棉花对下跌进行修复，预计反弹高点在 13000 左右（已经完成），后会在 12700-13000

区间内震荡反复，等待均线凝合或者事件驱动选择方向，倾向低点接多。

策略上维持区间震荡偏多的思路，因新棉上市和国际局势不稳，止损一定严格执行。

九：橡胶

1、现货周度数据：

截至 9 月 25 日，海南国营橡胶加工厂进浓乳厂制浓乳的原料收购价格 11300（+500）

元/吨，胶水制全乳胶持稳于 10900（+200）元/吨。数据来源（WIND）

截至 9 月 25 日，云南胶水进干胶厂 10-10.6（+0/+0.1）元/公斤，云南胶水进乳胶厂

10.8（+0）元/公斤。

2、开工率：

截至 9 月 24 日当周，国内半钢胎厂家开工率为 74.52%，环比+0.25%；全钢胎厂家开

工率为 70.33%，环比 -0.2%（数据来源：WIND ）

3、标胶和烟片加工利润

截至 9 月 24 日，烟片胶加工利润-64.2 美元/吨，较上周-5.3 美元/吨；标胶加工利润为

-21.53 美元/吨， 较上周-9.23 美元/吨。

截至 9 月 25 日，天然橡胶进口利润在-1351.94 元/吨，较上周-59.95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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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下游的需求逐步恢复，开工率维持较好的水平，供应面无大的变化，市场将逐步升温，走

出疲软的状态；

操作建议：

整体底部行情，下方 12500 一线较强支撑，目前震荡看多思路。

十: 化纤 PTA

PTA 供应端:近期国内 PTA 开工率为 90%相对于前期有所升高，考虑长假过节因素以及部

分停产预期，后期开工率大约在 85%一线。

下游需求方面，库存仍然是难点，生产变动不大。

技术上，接近前次底部，还有月线双底概率，继续等待。

十一： 白糖

上周郑糖整体回落，跌幅 2.21%，主产区现货成交价整体也出现小幅回落。主要原因：1、

双节前需求备货接近尾声，传统旺季结束；2、据海关总署数据，8 月份进口食糖 68 万吨，环

比增加 37 万吨，同比增加 21 万吨，进口数据远超预期，打压糖价。

后期随着北方甜菜糖厂及南方甘蔗糖厂陆续开榨，重点关注开榨预期及进度情况。

投资策略：短期不建议直接参与白糖期货，可以考虑适当做多白糖看跌期权

十二：豆粕

豆粕供给方面：美豆收割早于往年，优良率不断下调，中国仍积极采购美豆，9、10 月进

口到港量继续增加，四季度拉尼娜发生概率增加，对南美产量方面造成扰动，炒作情绪有忘提

升。需求方面：国内生猪四季度养殖消费旺季到来，需求增加的确定性加大。加上全球大宗农

产品已经连续六七年甚至十年丰收，全球包括豆粕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处于十年左右的地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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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上来讲豆粕易涨难跌，如果未来天气出现极端情况，全球农产品价格包括豆粕非常容易涨

起来，长期看多豆粕逻辑不变，继续维持逢低做多思路。

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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