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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期货分析师周行情观点 20210222

国金期货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下午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分析师行情讨论会，各品种分

析师对各自跟踪的品种发表了自己近期的看法，简要记录如下：

一、股指期货观点

上周全球股市涨跌互现，A股春节后开盘高开低走，市场风格转换明显。近期随着全球大

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周期行业领涨市场，但前期报团的股票出现一定的回

调，指数明显回落。节后市场资金面也开始逐渐的紧张，上周净回笼量也达近期的峰值，在突

破 3700 点后市场压力凸显。股指方面，目前 IC 持续补涨，IC 和 IF 的价差正在历史的低位触

底反弹。操作上，建议关注多 IC 空 IF 的组合。

二、期指期权周度策略

2021-02-22 股指期权周度策略

1、 策略总结

IO2102-C-5500@-100（最高 420 点，交割价在 260 点），IO2102-P-5500@-100（归零），

IO2103-C-5600@-100（最高 418 点，回撤 318 点出场），IO2103-P-5300@-100（37 点）。

2、 市场观察

市场经历了春节休市，这是股指期权第二次相遇长假。上次春节标的指数出现了跌停，

惊艳了股指期权的首秀。本次标的指数在节前多方表现积极，利润累计在节后兑现，出现

了冲高回落走势，给跨式交易者极高有回报。目前看，“节日前线无战事”，隐波双向表

现平稳，权利金的变化主要驱动来自于标的指数的影响，持仓量上，看涨仍然明显高于看

跌，持仓 PCR 指标处于超买状态，市场过热从节前延续到了节后。2月股指期权为采用跨

式策略的权利方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必然引燃投资者继续复制的热情。

3、 策略推荐

IO2102-C-5500@-100（翻倍出现的预期实现）

IO2102-P-5500@-100（归零）

IO2103-C-5600@-100（翻倍之后的回撤超过 1倍权利金，出场，考虑第二次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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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2103-P-5300@-100（仍可等待翻倍出场时机）

注：@权利金用负数表示买入支付点位。

三、原油简评：【原油简评】极寒天气主导原油上涨，警惕商品超级周期论调下的做空风

险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报告，2月 16 日当周投机者所持 NYMEX WTI 原油净多头

头寸较之前一周增加 2.6%，至 389,892 手合约；高盛预计 2021 年第二季度布伦特原油价

格将达到 70 美元/桶，第三季度将达到 75 美元/桶，比早先预测调高 10 美元/桶。关注欧

佩克+将于 3月 4日举行会议以制定政策，两个主要的问题是：沙特是否撤销自愿减产 100

万桶/日的决定，以及整个欧佩克+是否有增产的空间。沙特阿拉伯自愿减产 100 万桶/日

的决定将于 3月结束。

在需求从疫情打击中反弹之际，美国原油产出却因严寒天气恢复缓慢，引发市场对供应担

忧。长期来看，美国页岩油企业今年资本支出下降将抑制钻井活动，导致原油产出仍低于

疫情前的生产水平。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2 日当周，原

油库存减少 725.70 万桶至 4.618 亿桶，预期减少 242.9 万桶，较前值减少 664.5 万桶；

除了原油库存大幅减少以外，美国石油需求开始显示出复苏迹象。

全球疫情的控制措施正在显现出向好的方向，这给经济的复苏带来实质的利好；美国新政

府计划推出的天量货币宽松政策，将对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结构带来全面的冲击；中国货

币的超发，以及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通货膨胀也从去年的房产价格及大宗商品价格上体现

出来，那么，随着世界经济的预期恢复，原油的消费必将恢复。但是经过去年的产油国减

产政策所带动的产能消减，短期之内原油供应并不能迅速恢复，这或将给原油价格的恢复

性上涨带来超预期的溢价空间。已有诸如高盛这样的主流投资机构预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可能回出现需求上的结构性转变，从去年的供过于求转变为需求端的“结构性上移“，这

或将导致上演一出商品市场的“超级周期”。从实际盘面来看，短中期之内的价格回调，

可能就是做多原油的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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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炭焦煤简评

1.焦炭供应偏紧持续，焦炭价格从 7月份以来，焦炭接连十五轮上涨，累计上涨 1000

元/吨，焦企利润也随之上涨至近五年来高点 1000 元/吨。

春节后焦炭市场再次出现钢厂提降、焦企提涨局面，但是本次提降能否落地，存在矛

盾。贸易商多对市场较为悲观，出货积极性高；上游焦企看法不一，有库存的焦企认为焦

炭价格有回调可能，无库存焦企多数看稳；钢厂因为利润低位有提降想法，但因当前供需

情况并未完全转变，对于提降较为谨慎。

从供求看：22 日山西部分钢厂对焦炭采购价格提降 100 元/吨，但多数焦企暂未给出

回应，同时个别焦企对不按日常周期续款的客户提涨 100 元/吨，焦钢博弈虽进入僵持阶

段，主流钢厂还暂未对市场做出明显表态，但依市场形式，此次提降大幅度能落地。节后

供需两端的开工均在高位，需求仍表现强劲，对焦化提涨仍属利好支撑。从供应端来看，

受春节假期影响，部分焦企库存略有累积，节后运输逐步恢复，焦企多以消化库存为主。

需求方面，下游钢厂高炉开工率总体处于高位水平，现多数场内焦炭库存已补库至合理区

间，对焦炭多按需采购。

2.焦煤方面，今日山西炼焦煤市场弱稳运行。煤矿开工率呈小幅上升趋势，个别煤矿

因假期焦煤发运受到影响，库存有所回升。目前主产地煤企基本恢复正常生产，近期仍以

积极降库为主。部分煤矿因库存压力较大，对个别主焦煤、瘦煤煤价下调，而下游焦企由

于厂内焦煤库存处于相对高位，对焦煤采购积极性有所减弱，加之春节期间发运稍受影响，

矿上库存普遍有所累积。现安泽区域低硫主焦煤（S0.5G85）下调 60-130 元/吨不等，降

后市场主流报价 1500-1520 元/吨，部分配焦煤种由于库存压力已下调 30 元/吨。综合短

期内焦煤市场弱稳运行，个别煤种仍有下调预期。

期货焦煤焦炭目前主要区间震荡观望为主，短线操作，不建议过多参与。

五．棉花简评

经历上周的两个交易日，郑棉跳空高开，增仓上行，强势尽显，创出新高。现在纱依然是走

货不错，企业也都相对乐观，棉花在这个不高不低的价位上，是否还有能力再上一程呢？ 棉

花我长线依然是看好的，甚至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2 万的价位呢。面对当下，美棉的压力在 95

美分左右，国内郑棉的压力在 16300-16500 左右，技术上形态上也有回调需求，这一波走势应

该是棉花的尾部行情，持有老多单的还是建议是冲高减仓或者出局，有比较多现货的可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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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级别大小来确定是否空单对冲一下风险，可以适当敞口。概括起来就是长线看涨，中线波

段属尾部行情，建议原多单冲高出场，观望或者做好止损抓空。

六、PTA 简评

PTA 在现有产油国主动供给收缩和美国潜在供给收缩，需求逐步恢复，全球量化宽松情况

下持续上涨，当前布油价格已经突破 60 美元/桶，未来有望达到 70-80 美元/桶。除了短期因

素外，目前 OPEC+联盟每月举行会议，每月调整产量，促使原油市场供需格局从去年的宽松转

为紧平衡。而在需求端，美国整体石油需求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柴油需求甚至同比

上升。石油产业链有望继续看好。叠加纺织行业复苏。PTA 多单继续持有。

七、橡胶简评

一．宏观资讯：1. 2 月 9 日，商务部印发《商务领域促进汽车消费工作指引》和 《部分

地方经验做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分用好用足已有汽 车消费政策，全链条发展汽车流通、

促进汽车消费。

2.美国至 2 月 13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86.1 万人，远超预期的 76.5 万人。

二．供应端

1：越南产区已经停割，泰国南 部预计在 2 月底停割。

泰国橡胶管理局（RAOT）主席 Prapan Boonyakiat 10 日表示，作为其“聪明农民”计

划的一部分，泰国橡胶管理局（RAOT）将斥 资 7 亿泰铢升级改造橡胶加工厂，通过增加工厂

产能与提高质量来提高原料收购 价格。

RAOT 称，今年 1 月泰国乳胶产量达 519,614 吨。不过，2 月份料将下降 3 2%至 353,224

吨，并持续下降至 4 月份。产量将下降多达 8 0%。数据来源（WIND）

2：原料：胶水大幅回升至 60.5 泰铢，杯胶小幅回升至 41.8 泰铢。

三．需求方面：

今年放假天数在 10 天左右，少于往年同期。

重卡销量维持较好，叠加消费刺激政策推动下，内需无大的担忧。整体需求端仍向着复苏

与通胀方向发展，带动行情继续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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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技术面：盘面突破旗形整理，横盘打破，趋势继续看涨

八、油脂油料周观点

豆粕的行情我个人觉得分两部分 2-4 月份逢低做多为主，4-6 月份逢高空为主。众所周知，

美国库存新低，2月份的供需报告进一步调低了美豆的期末库存，现在虽然是南美收割季，但

由于前期巴西种植缓慢，造成收割进度是 5年来最低，对于南美可供出口的大豆 2月份之前也

非常少，4月份之前到港大豆的供应应该是偏少的，从现货市场油厂的基差表现也可以看到 2-4

月份现货偏强，但是巴西丰产其实已经相对确定，收割进度偏慢只会影响装船，未来大豆将会

在 4-6 月份大量到港，由于节日期间原油涨幅较大，国内油脂高开相对较多，抑制豆粕上行空

间，但是从大的方向来看 2-4 月份豆粕逢低买入为主，胜率更大，4-6 月份巴西大豆可能会大

量到港，现货也会开始走弱，逢高沽空为主。

油脂方面得益于通胀预期与原油强势，在现货高升水的情况下，盘面易涨难跌，但随着价

格处于高位，波动难免增加，建议以套利代替单边操作，多豆油空棕榈持有

九：贵金属

宏观经济

上周美元指数环收于 90.34。上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86.1 万人，远超预期值 76.5

万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有所降温；上周五公布的德法制造业 PMI 大幅好于预期，致

使欧元小幅走强，亦令美元走软。国内方面，1月份 CPI 同比增速因翘尾拖累而回落-0.3%，

较 2020 年 12 月下行 0.5 个百分点，尽管 PPI 同样受制于翘尾的压制，但力度较弱，在大宗商

品价格的推动下，1月 PPI 环比增长 1%，新涨因素的主导令当月 PPI 同比回升 0.3%。公开市

场操作方面，上周周四、周五，央行累计净回笼资金 3400 亿元，央行于 2月 18 日等额续作了

2000 亿 MLF，相比于 1月的缩量续作回归中性。上周五 R007 和 DR007 利率均小幅回落，资金

面转松。LPR 报价已连续 10 个月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

投资逻辑

疫苗供给和接种均顺利加速，美英新增疫情、住院人数、重症数均显著回落，对贵金属价格有

一定压制；通胀指标方面，欧元区 1月核心物价环比和同比均较前值显著反弹，欧美通胀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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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口有所收敛，工业及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快速上升，美债利率曲线加速陡峭化。通胀指标的上

升和美债利率水平的下降都使贵金属中长期有上升的动能。

策略建议

操作建议：贵金属长期看多，短期震荡为主可以改为高抛低吸策略。Au2106 375-410 元/

克区间滚动操作。Ag2106 止盈离场，不建议在区间上方空头进场，还是等待时机多单买入为

主。

风险点

美国财政刺激不及预期，新冠疫情的恐慌情绪退却

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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