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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贵金属
评述 操作建议 影响因素排序 关注度

股指

新闻：

上海试点发行地方债细节已敲定 15日前或启

动；今年后两月财政存款投放或超1万亿

行情：

沪深300指数高开震荡，上证成交大幅萎缩

至999.8亿；周五道指跌61.23点。

分析：

指数冲高震荡，显示大涨之后的调整压力较大；

成交量差强人意。中金预测年末财政存款投放

超万亿，有助流动性继续改善；操作上短多，

关注上证60日均线支撑位。

短多。早盘短信：

上海试点发行地方债

细节已敲定 15 日前

或启动；今年后两月

财政存款投放或超 1

万亿；周五道指跌

61.23 点

黄金

晨讯：上周风险事件云集：日本干预汇市、曼

氏金融破产、澳洲联储和欧洲央行同一周内相

继降息、美联储会议未提及 QE3、美国10月失

业率小幅回落至9%，非农人数增长8万人，低于

预期，但对市场影响最大的是希腊的“公投”

提议。目前虽然希腊财长已经宣布取消全民公

投，但欧债危机并未得到实质性的缓解，希腊

仍然仍然处于退出欧元区的边缘。

基本面对金价仍然利

好，ETF基金小幅增

仓，但金价涨势略显

乏力，短期可能在

1760美元附近有所反

复。

基本金属 评述 操作建议 影响因素排序 关注度

铜
上周五 LME铜市冲高回落，G20会议未能给出

实质性的结果令市场失望，另外美国就业数据

可短线作空，但应设

好止损。

http://www.yhq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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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预期也显示美国经济处于缓慢增长之中，

考虑到欧债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最近数据显示

欧洲已经进入衰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铜消

费担忧仍在。基本面上，铜矿供应仍然紧张，

但消费仍是市场关注焦点。上周末中国铜库存

大增1万吨，中国铜贸易升水开始回落，这使得

铜的支持作用受到影响，从 CFTC持仓看，空

头已经完成大量回补，估计近期铜价震荡的局

面仍会再续。短期看，如果8000美元阻力有效，

铜价有向下调整的可能。

铝

LME铝价弱势震荡，G20峰会的无果而终打压

市场信心。短期欧债问题的持续仍将加剧市场

的波动，短期，LME铝价维持在2100—2265美
元的震荡箱体，可等待后期所做出方向性选择。

国内铝现货维持40元/吨的升水，但下游采购量

较前期有所回升。

沪铝维持区间震荡

观点不变，波动区间

15850-17000 元/吨，

短线交易。

锌

伦锌冲高回落，目前看，2000美元一线仍遇到

不小阻力。上期所锌库存上周减少4787吨至37
万吨。市场风险偏好依然在多空交织下不稳定，

本周中国生产、投资和消费以及欧洲债务问题

仍是焦点。锌价运行区间1900-2000美元之间。

只有上破 2000美元，

锌价才有望打开上

行区间。

铅

伦铅冲高回落，收盘仅小幅上涨，成交极其清

淡。上期所铅库存继续下降1398吨至5.28万吨，

这对铅价来说是利多。G20没能达成更多实质

缓解当前欧洲问题的协议，但希腊政府信任投

票通过有助于缓解市场一定的紧张情绪。本周

市场关注焦点在中国10月通胀数据、生产、消

费和投资等数据，欧洲财政会议以及债务问题

仍是持续关注的问题。

伦铅若在 2000 美元

以上支持有效，仍以

震荡偏多思路对待。

钢铁

上周螺纹维持宽幅震荡走势，再探4000点下方

后在宏观有利好转变下又快速反弹，主力合约

完成从1201到1205的转换。欧债危机虽有缓解

但仍存在变数，希腊将组建联合政府成为市场

新关注焦点；国内11-12月份财政存款投放或超

1万亿，资金重归宽裕将利多国内股市和商品。

螺纹钢基本面也利多因素，钢协公布10月下旬

全国粗钢日产降至171.7万吨，环比中旬再降

4.6%；全国上周螺纹库存再降32.2万吨，高线

下降12.7万吨，热卷降6.5万吨，钢厂产量及社

会库存下降利、原料及现货价格的企稳利于螺

纹钢的反弹

短线螺纹钢还有小

幅反弹空间。但中期

来看毕竟是消费淡

季，而且房地产调控

难见松动，螺纹钢反

弹空间也将受限，

4200 点一线依然有

一定压力，总体仍将

维持震荡走势。

农产品 评述 操作建议 影响因素排序 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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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

美盘周五豆类微跌，受获利了结打压。据 CFTC
公布的最新持仓报告显示，上周美盘豆油投机

净多减少超两千手，投机基金对后市不乐观。

目前油脂基本面难以

提供有效支撑，短期

走势仍依赖宏观，我

们认为继续震荡概率

较大，建议投资者可

波段操作。

外盘 宏观面 基本

面

★★★

白糖

对欧债救助计划的疑虑再现，相关商品冲高回

落，原糖窄幅震荡，1203合约跌8个点，收于25.57
美分。周末产区现货少量成交持稳，郑糖短线

在进口消息传言打压下有望震荡回落。

操作上以观望为主，

背 靠 6700 甚 至 破

6700可尝试买入。

豆类

上周五美豆小幅收跌，市场在周三月度供需报

告前维持盘整走势，短期基本面难获实质性利

多提振。国内基本面相对平稳，港口大豆库存

高企且预期11月进口量庞大，供应压力依然充

斥着销区市场。

连豆 1209 逢低滚动

做多，油粕仍保持震

荡思路。

1、获利了结

2、本周三 USDA 报

告预期偏空 ★★★

能源化工 评述 操作建议 影响因素排序 关注度

燃料油

纽约原油期货周五收升于95美元下方，美国10
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8万的提振，但因对欧元区

的债务忧虑油价升幅受限。截至11月1日当周，

管理基金在纽约原油的净多头持仓为179845
手，比前一周减少4302手或2.34%。上周受到调

油料成本上升的推动船用燃料油现货价格小幅

上涨，但是贸易商对于提价比较谨慎，由于船

运市场不景气，担心打压下游接货情绪，船运

市场的低迷仍然是限制船用油上行的主要因

素。

沪油成交量陷入冰

点，市场人气极度缺

乏，投机多单可继续

减仓以规避流动性风

险。

国际原油；船运市

场；调油成本。

★★

塑料

塑料上周低位反弹突破布林中轨，并且收于

9650之上。现货市场延续反弹行情。HDPE 价

格上周仍有涨幅。

操作上建议9650之上

可继续持多。下破

9650减持，中轨之下

离场观望为宜

美元指数 欧债危

机

★★★★★

甲醇

上周国内市场表现不一，华东、华南甲醇价格

小幅走低，内地普遍上涨，其中山东上涨幅度

在115元/吨左右，截止周五已与江苏价格持平。

西北装置检修仍是市场主要利好因素，下游价

格略有提升，但是观望气氛依然浓厚。目前期

货市场成交量不大，产业资金尚未进入，宏观

将是影响期价的主要因素

建议投资者关注 3150
及 3200一线的压力，

短线操作为主。

PVC

受成本因素支撑及原油上涨带动，上周五 PVC
尾盘收高，但现货市场经过近期反弹后动力优

势减小，虽然月初厂家压力较小，但下游需求

操作上多看少动，关

注 6700元/吨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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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弱使得 PVC上涨仍有难度，上游电石价格继

续维持低位盘整，但相对前期的排队卸货现象

有所好转。

焦炭

中钢协数据显示 10 月下旬全国粗钢日产量为

171.7万吨，旬环比下降 4.6%。10月份较 9月
份实际日均产量 189 万吨回落 5.48%，钢厂减

产力度明显。在矿石降至低位，成本下降的情

况下，钢厂后期减产幅度进一步扩大的余地不

大，对焦炭需求或稳定在目前水平。考虑到钢

材的下游需求欠佳，钢厂短期内也难以复产，

焦炭上涨乏力。临近冬季，煤炭价格难言下跌，

焦炭成本支撑因素明显，前期低点或难已再现。

综合看焦炭近期底部

震荡，2000 一线压力

较大，震荡思路操作。

关注后期宏观走势。

天然橡胶

受成本因素支撑及原油上涨带动，上周五 PVC
尾盘收高，但现货市场经过近期反弹后动力优

势减小，虽然月初厂家压力较小，但下游需求

偏弱使得 PVC上涨仍有难度，上游电石价格继

续维持低位盘整，但相对前期的排队卸货现象

有所好转。

操作上多看少动，关

注 6700元/吨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