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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期货分析师周行情观点 20201012

本周国金期货分析师团队周度行情交流例会就十一国庆长假后市场热点板块和品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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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指：上周全球股市继续反弹，国内股指也迎来国庆后的开门红。受不确定性因素等叠加，

市场在 9月震荡下行并触及本轮调整低位，随着近期外围局势的逐渐明朗，市场信心有所恢复，

加之 9月的过度调整，股指也存在修复。近期国内政策面也再次转暖，深圳板块再出大利好，

人民币稳步升值等一系列消息将继续提振人气，资金正在重新回流市场。操作上，建议保持多

头思路，继续看高一线。

二、股指期权周度观点：

1、 策略总结

上次策略，Long IO2010-C-4700@100 今收于 129.2 点，Long IO2010-P-4600@100 今收于

3.0 点。

2、 市场观察

上述持仓经历了国庆中秋双节长假，由于长假没有出现重大意外事件，所以隐含波动率在

节后出现大幅下降，同时叠加时间价值衰减，股指期权期权金都存在价值减损现象，在进入最

后交易周时，标的的突破为看涨带来了收获。

3、 策略推荐

Long IO2010-C-4700@100（择机离场）

Long IO2010-P-4600@100（逢盘中跌幅达 2%以上后择机离场）

Long IO2011-C-4900@100（新增）

Long IO2011-P-4700@100（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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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脂板块周度观点：

油脂油料上涨因素如下：第一：巴西大豆枯竭，市场采购只能靠美豆，美国销售进度加快，

旧作库存逐步调低。第二：南美种植期巴西天气干旱少雨，延迟农民播种，市场担心天气因素

照成供应短缺。第三：美国 CFTC 基金多头净持仓接近历史高位，市场看多比较氛围较浓。第

四：中国生猪存栏量恢复快于预期，未来饲料需求有保证。

风险点：当下炒作的南美天气问题为时尚早，种植期干旱少雨只能延迟种植，并不会对产量产

生影响，一致性看多情况下小心利多因素提前消化；05 豆粕榨利较好，资金做多 05 合约风险

较大，01 合约相对较好。

操作建议：前期多单继续持有，豆粕 01 合约目标位 3400 附近，油脂关注前期新高，不做

空

套利建议：多 01 合约豆粕空 05 合约豆粕，逐步入场

四、钢矿板块周度观点：

节后黑色系商品期现价格偏强运行，焦炭焦煤盘面价格涨幅较大，受到宏观经济、资金和

情绪推动明显，因国内多地不断出台新的限产环保政策，市场短期成交有转好趋向，但产业链

基本面变化不大，价格偏强震荡。本周市场预期相对乐观，基本面供需相对平衡，加之限产环

保有加严趋势，国内市场稳中偏强，本周国内钢材和矿石价格继续震荡向上概率较大，建议震

荡偏强思路考虑，操作上高抛低吸，寻找合适位置做波段为主。

五、煤焦焦炭板块周度观点：

1、焦煤：12 日国内炼焦煤市场偏强运行。山西吕梁、晋中地区部分中硫肥煤资源报价上

涨 20-30 元/吨不等，整体供应呈偏紧缺状态，厂内库存低位；长治地区瘦主焦资源稳中有涨，

个别大矿报价上涨 30 元/吨，已有实际成交，周边贫瘦煤资源出货顺畅，原煤及精煤价格上涨

20-40 元/吨不等，煤企市场信心增强，短期积极出货为主；陕西延安地区炼焦煤价格有涨，

子长气煤报价上涨 30 元/吨，13 日零时起执行。下游焦炭第四轮提涨基本全面落实，焦化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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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利润可观，焦炭呈供需双强局面，短期焦市涨后暂稳。综上，短期炼焦煤市场稳中向好。

2、焦炭：12 日焦炭市场偏强运行，第四轮上涨 50 元/吨基本落地。目前焦企生产积极性

高，订单出货良好；下游钢材市场价格短期趋强运行，部分对焦炭仍有一定补库需求，多表示

对后市暂观望；港口库存持续下滑，贸易商采购谨慎，贸易资源报价小幅上涨。综合来看，预

计焦炭现货价格仍偏强运行，需继续关注钢厂高炉开工及产能置换动态。

综合观点：今日黑色期货偏强震荡，现货端焦炭第四轮提涨基本全面落实，焦化吨焦利润

可观，焦炭呈供需双强局面，短期焦市涨后暂稳。从成交来看，贸易商采购谨慎，贸易资源报

价小幅上涨。目前来看，近期下游采购需求有所放量，节后价格快速拉涨，同时价格快速冲高

后部分商家开始兑现利润，短期煤焦价格延续震荡偏强趋势，亦需警惕价格冲高回落风险。

六、原油周度观点：

1、消息面：

★ 欧佩克石油展望报告显示：随着全球经济在疫情中复苏，到 2022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至

9980 万桶/天，高于 2019 年水平，到 2024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至 1.026 亿桶/日，低于去

年预测的 1.048 亿桶/日。到 2020 年，上游资本支出降幅可能超过 30%，超过 2015 年和 2016

年行业严重低迷时期的降幅。

★ 10 月 5 日世卫组织召开特别会议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仍在发展，北半球疫情呈上升趋势，

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量上周达到 100 万例，全球 10%的人口或已感染新冠病毒，但各国之

间有所差异，这意味着全球大部分人任然处于感染风险中。

2、供需情况：截止 10 月 2 日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增加 50.1 万桶至 4.93 亿桶，美国国内

原油产量增加 30 万桶至 1100 万桶/日。

3、观点概述：

★国际原油价格受美国总统宣布感染新冠病情和 9月美国非农就业增速放缓消息影响，以及挪

威工人罢工引起油气田关闭等市场信息的刺激，呈现出多空交织的 V型形态，近一个月以来国

际油价在 37--42 美元之间展现出箱体横盘结构，中长期趋势线开始走平。截止 10 月 9 日收盘，

美国原油 12 月主力合约报 40.85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 21 年 1 月主力合约报 43.18 美元/桶，

美原油及布伦特原油主力合约的成交量和持仓量均放大。世界主要原油市场的复苏仍受制于疫

情，中短期将延续承压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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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是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受新冠疫情打击最小的大国经济，但世界疫情未得以缓

和之前，国际经济复苏缓慢，油价将保持弱势震荡，上海 SC 原油上周以 264.5 元/桶价格收盘，

内盘油价近低远高的局面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向好，但在实际操作上，原油多头将不得不付出较

高的移仓成本。

4、本周策略建议： 油价底部震荡，观望。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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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棉花周度观点：

1 因本年度新疆新增 50 条生产线，外加机采棉占比较多，采摘周期缩短导致的籽棉抢收

现象，从最初的开秤价 5.5/公斤，到现在的 6.3-6.5/公斤，皮棉成本在 14000 以上，棉纺企

业思涨情绪较浓，价格支撑较强。

2印度和孟加拉等国因疫情导致开机率下降和运输受阻，订单不能全部完成，一定程度也

分摊到国内的企业，使得订单有所增加。

3国内双 11，双 12 等备货开始，纱出货较快，价格也上涨了近 2000 元。

4受拉尼娜天气影响，今年有可能是极寒天气，对于棉花的消费也有一定的提振

5策略观点：维持前期对美棉的看涨预判，继续期待 70 美分，70 左右的压力还是不容忽

视的，大选前美棉大概率在 65-71 美分震荡，如果突破 73.08 美分，则波段目标就调整至 80

美分，后续密切关注。

国内棉花跳空高开高走，强势上行，前期 13500 目标已经达成，下一个目标 14300，波段

上涨还未完结，但是在两个交易日内棉花因籽棉抢收导致成本上涨幅度过大过快，操作上不建

议去追高，可以适当试空抓回调，逆势单子严格止损。

八、豆粕周度观点：

豆粕供给方面：美豆收割早于往年，优良率不断下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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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积极采购美豆。加上全球大宗农产品已经连续六七年甚至十年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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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全球包括豆粕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处于十年左右的低位，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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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多单继续持有。

九、白糖周度观点：

节前白糖经历一波下跌，节后受外盘原糖上涨反弹走高。

据巴西船运数据显示，2020 年 10 月 1 日-8 日，巴西对全球食糖装运数量为 81.5 万吨，

较 10 月 1 日-5 日的 45.27 万吨增加 36.26 万吨；巴西对中国装船数量为 10.10 万吨，较 10

月 1 日-10 月 5 日 10.1 万吨持平，后续巴西主流港口仍有 27.2 万吨等待排船。随着进口糖价

差收窄，以及进口许可证发放进度偏紧，进口糖流入国内速度或减慢，同时南方主产区库存相

对较低，对糖价形成一定支撑。

随着夏季过去对饮料需求下降以及国庆中秋对食糖需求旺季结束，需求短期放缓。随着新

榨季开启，北方甜菜糖厂已陆续开机，目前内蒙古已有 11 家糖厂开榨，新疆已有 13 家糖 厂

开榨，预计未来一周内将进入全面开榨阶段，预计后 市甜菜糖供应阶段性增加。

重点关注：1、进口许可证发放进度 2、国内糖厂开机进度 3、天气影响

短期建议观望为主，待后期回调逢低做多。

十、金属锌周度观点：

宏观面看，假期海外风险事件频发，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又快速出院，这增加美国大

选的不确定性，同时特朗普称暂停财政刺激谈判，直到总统大选结束，扰动全球金融市场，

但之后市场再度受到宽松刺激政策推动，市场情绪略缓和。

10 月 12 日，锌价维持偏弱上行，现货升水多小幅上调。沪锌午间收盘于 19335，今日

上一成交日上涨 90 元。伦锌最高上升至 2448 美元，最低至 2382 美元，隔夜收于 2427 美

元。现货锌价较上一成交日上调 50 元，价格主要运行于 19410-19640 元/吨区间。基本面

多空交织，全球锌矿供应短缺支撑锌价，但锌锭供应过剩预期维持不变，且 9 月国内精炼

锌供应环比大增，高利润刺激下料四季度精炼锌产量维持高位。整体来看，锌基本面维持

偏乐观，短期或延续区间 19000-19600 元/吨运行，后期需关注美国大选和秋冬疫情的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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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十一、橡胶周度观点：

近期受拉尼娜现象影响上游产量预期，2020 年 9 月，我国重卡市场预计销售数据稳步走

强，橡胶节后强势反弹，逐步走出底部趋势，目前连续大阳线，操作上以回调做多策略，上看

500-----1000 元的目标，看 13500--14000 一线。

近期关注：

1、拉尼娜现象影响，

2、仓单增减

3、库存变化。

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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