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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前交易提示

期市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敬请参阅文后的免责声明

研究院（投资咨询部）：0571-85165192，85058093

新世纪期货盘前交易提示（2019-5-24）

一、 重点推荐品种操作策略

重点推荐品种交易策略参考

品种 方向 入场 止损 止盈 状态 日期

MA1909 空 2500-2600 2620 2360 止盈出 19.05.24

y1909 空 5390-5440 5360 5100 持有 19.05.23

p909 空 4400-4450 4470 4000 持有 19.05.23

oi1909 空 7010-7060 7095 6700 持有 19.05.23

二、 市场点评

股

指

IH 震荡

IH：大盘未出现突破确认趋势的情况下，消息面对当天行情影响较大，

企业基本面等因素对短期行情影响较小，方向难判断，维持弱势震荡

观点，观望为主。

IF:与 IH 相同，弱势震荡。

IC:在市场超跌的背景下，华为概念持续活跃，但目前基本面较好的

科技蓝筹资金流出严重，基本面派与游资分歧极大，指数级别行情仍

然难以出现，观望为主。

IF 震荡

IC 震荡

黑

色

产

业

螺纹 震荡偏多

螺纹: 国内建筑钢材现货价格小幅回升，三级螺纹 HRB400 持稳至

4110 元/吨，螺纹期现货价差较大促进期货拉涨修复贴水,目前基差收

敛至 229 元/吨。5月份以来，虽然环保限产预期增强，但螺纹钢产量

仍在上升，周产量继续刷新历史高点；就成交量数据来看，需求保持

尚可，未表现出明显的淡季特征，库存降速得以保持，在超预期房地

产数据提振下，短期需求端仍有韧性，全国建筑钢材日成交数据尚可，

盘面有一定支撑。短期涨幅过大，或呈现高位盘整运行。

铁矿：高炉电炉产能持续释放，日均疏港量高位，钢厂高产意味着原

料需求处于旺盛格局，需求端对铁矿石价格构成利多。供应端来看，

vale 矿难事件的影响已经在铁矿石发货量上体现，铁矿石港口库存也

出现连续下降， 这对铁矿石价格构成支撑。vale 相关矿区的停产复

产消息反复变化，对短期行情影响较大。

煤焦: 煤焦市场暂稳运行，山西、河北、山东地区焦企普遍提涨 100

元/吨，累计提涨 300 元/吨。需求支撑下多数焦企仍相对乐观，焦企

出货、订单情况较好，焦炭库存处较低水平；下游钢厂利润刺激下产

量利用率仍在高位，焦炭采购需求良好，综合来看，焦炭市场呈现供

需两旺状态，关于山西限产政策仍待后续推出，短期焦炭价格或持稳

运行。

铁矿石 偏多

焦煤 偏多

焦炭 偏多

动力煤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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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色

铜 震荡
铜:沪铜主力合约下跌，国内多地现货铜价下跌，长江现货 1#铜价报

4680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780 元/吨。显性库存进入去库阶段，

CFTF 净多头持仓下降，期权隐含波动率未明显偏离实际波动率，沪铜

预计震荡加剧，优选比价交易，单边可选空头方向。

铝:沪铝主力小幅下跌，国内多地现货铝价下跌。广东南储报价

14200-1430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60 元/吨。持货商出货积极，

下游企业接货意愿好转，市场成交转好。应对业内的强劲需求，供应

增加超预期。铝价阶段性走好。

镍:沪镍主力合约下跌，国内多地现货镍价下跌。今日金川公司板状

金川镍出厂价报 9800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价格下跌 800 元/吨。金

川镍升水小幅小幅收窄，贸易商采购偏向低价俄镍，成交良好。多单

平仓，暂勿加仓。。

铝 反弹

镍 震荡

锌 震荡

农

产

品

大豆 震荡
豆粕：因天气因素美大豆播种面积超过早先预期，且美豆库存充足，

加上南美大豆上市量增加，南美大豆已基本收割完毕，全球大豆供给

充裕，但近期焦点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国内进口大豆供给充裕，

周压榨量突超高水平，豆粕和杂粕价差处低位，豆粕添比增加，禽料

增长抵消了部分猪料降幅。另外，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令南美贴水上涨，

及人民币离岸汇率大幅贬值，进口成本一度提高，不过猪瘟仍将持续

影响豆粕后续需求，亦限制豆粕现货继续反弹空间。

油脂：南美大豆丰产且收割几乎完毕，美豆供应庞大，全球大豆供应

更趋宽松。马来西亚棕榈油处于增产周期，库存仍然处于高位，斋月

节后出口或表现不理想。中国油厂积极买入南美大豆，大豆原料基本

充裕，油厂压榨量处于超高水平，豆油棕油处于累积库存的状态，油

脂供应压力依旧较大，同时目前油脂仍处于季节性需求淡季，不过，

中美贸易战升温会给油脂带来一定的支撑，一旦贸易战或中加再度缓

和，油脂或将回归基本面继续回落。

豆粕 震荡

豆油 震荡偏弱

棕榈油 震荡偏弱

白糖 震荡

玉米 震荡偏多

原油 震荡

原油：虽然 EIA 周报利空，但对总体供需影响不大。伊朗石油短缺是

否有所填补仍不明朗。市场担忧中长期原油供应端短缺逻辑仍在持

续，但上行动力逐渐减少，短期利好存在。总体上来看，原油高位运

行支撑仍在，但继续上行需要看各方政治态势。短期价格将围绕价值

中枢波动。

甲醇：主要矛盾在于绝对价格偏低和供需转弱的矛盾，下游和库存的

数据表现驱动向下，国内产量压力不大，进口方面需要关注船只到港

情况，否则库存难去，价格难上。

聚烯烃：短期成本端支撑非常强，石脑油和乙丙烯单体走强，但是比

价估值二者中性偏高，长期面临投产压力，价格下移，短期价格风向

标关注库存走势，风险在于油价和宏观。

PVC：电石价格仍在下调，生产利润在化工里偏高，得益于全年投产

LLDPE 震荡偏空

PP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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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化

工

品

偏少，但是库存去化变慢，地产数据表现仍较乐观，短期供需仍有向

上，但是价格已经不低。甲醇 震荡

PVC 震荡偏强

三、 重点品种产业链资讯热点

宏 观

1、央行公告称，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5月 23 日不开展逆回购

操作，无逆回购到期。当天Shibor涨跌互现，短端品种小幅下行，隔夜Shibor报 2.584%，

下跌 3.9 个基点。（来源：wind）

2、国务院总理对部署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用好 1000

亿元失业保险基金和其他培训资金，扎实高效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来源：wind）

3、商务部：注意到近期美方频频使用长臂管辖措施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停止

错误做法，为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作创造条件。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

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方已就美方对华为出口管制措施进行严正交涉，对美方

这种霸凌主义的做法，最好的回应就是中国企业继续发展壮大。（来源：wind）

4、商务部：最近美方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导致经贸摩擦明显升级，不仅严重损害中美两

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衰退性影响。（来源：wind）

5、2019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将于 5月 25 日-5 月 26 日召开，根据论坛议程，央

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证监会副主席闫庆民将出席

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外管局副局长陆磊将发布《2019 中国金融政策报告》。（来源：

wind）

6、31 省份一季度 GDP 正式出炉，广东、江苏、山东一季度 GDP 总量超过 2万亿元，位

居前三名。17 个省份一季度 GDP 增速超全国，云南一季度 GDP 增速为 9.7%，位居全国

第一。（来源：wind）

7、上海出台全国首部贯彻实施《外商投资法》的决定，支持并授权政府在《外商投资

法》框架下积极有效作为。（来源：wind）

8、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意见指

出，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

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来源：wind）

9、经济参考报头版刊文称，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有可能会对经济运行造成明

显扰动。为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应当以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改革为主要抓手，积

极改善国内市场营商环境，将主要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源：wind）

黑色产业链

1、5月 20 日，市场传言"淡水河谷 Brucutu 矿区将于近期复产，法院已经批复淡水河

谷复产，复产时间从本周四开始，但鉴于淡水河谷之前矿难，Brucutu 营业许可时间暂

定 3个月。"为此，Mysteel 调研了相关机构了解到: Brucutu 矿区 1000 万吨干选产

能确实将于近期开始复产，另外 2000 万吨湿选产能将继续处于关停状态。目前，淡水

河谷官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我的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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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 4月粗钢产量增长 12.7%，至 8503 万吨。中国 1至 4月粗钢产量增长 10.1%，

至 31496 万吨。中国 4月钢材产量增长 11.5%，至 10205 万吨。中国 1至 4月钢材产量

增长 11.1%，至 37086 万吨。(新华社）

3、据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4月下旬重点钢铁企业粗钢日均产量 200.31 万吨，较上一

旬下降 0.13%。4 月下旬末，重点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 1169.65 万吨，较上一旬末下降

8.8%。(我的钢铁网)

4、【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铁矿石价格三季度开始将逐步回落】今年以来，受到

巴西矿难、市场需求恢复等多重因素推动，国内铁矿石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综合供需

情况判断，短期内铁矿石价格仍将维持高位，预计三季度开始将逐步回落。(我的钢铁

网)

5、【山东钢铁集团钢铁产能出让公示】本次转让减量炼铁产能 2万吨、炼钢产能 1万

吨。新建项目总体还需另行置换炼铁产能 43 万吨、炼钢产能 61 万吨（另行置换时可

不再减量）。立项、建设产能不得超过实际完成的置换产能。(我的钢铁网)

6、全国铁路投资仍在加速。前 4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逾 1600 亿元，同比增

长 15%，较一季度提高 5个百分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铁路投资完成 1012 亿元，同

比增长 10%，为完成今年全年 8000 亿元的铁路投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财联社)

7、5 月 20 日，郑合高铁、周口安钢产能置换项目现场推进会在沈丘召开。会前，部分

与会人员统一由郑合高铁周口东站乘车至沈丘北站，沿途察看环保安保拆迁现场，并

听取沿线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关于环保安保拆迁情况和高铁片区建设情况汇报，研究

解决问题。会议透露，安钢产能置换项目选址拟定在沈丘县产业集聚区南园区东南部，

位于石槽集乡境内。(我的钢铁网)

化工产业链

1、欧佩克及其减产同盟国将于周日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议上讨论是否增加原油产

量。在波斯湾面临 10 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紧张局势下努力平衡全球原油供应。据知情

人士说，欧佩克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允许各国在 12 月协议范围内灵活地开采更多石油。

周日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欧佩克市场监督委员会会议上将讨论协议签订国履行承

诺情况，并分析市场形势，给 6月份欧佩克例会提出建议。报道说，参与这次市场监

督委员会的有沙特、俄罗斯、委内瑞拉或尼日利亚等几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资料来

源：卓创资讯)

2、在美国向波斯湾派出航母后，两艘沙特油轮遭到破坏，一些美国官员指责伊朗为这

起事件的幕后主使，而几天前胡赛组织声称对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负责。沙特阿拉伯石

油管道泵站遭袭后，沙特阿拉伯已经与胡赛组织发生军事对抗。(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3、美中贸易关系紧张加剧，担心全球经济增长减缓，主要股市下跌，美元汇率上升，

打压了石油期货市场气氛。(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4、美国在线钻探油井数量连续两周减少，降至 2018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通用电

气公司的油田服务机构贝克休斯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5月 17 日的一周，美国在线钻

探油井数量 802 座，比前周减少 3座；比去年同期减少 42 座。(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5、周三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美国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努力不会有任何效果，我

们可以根据需要和需求尽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周五伊朗国家通讯社 IRNA 援引伊朗石油

部长赞加内的话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夸大其石油产能，外界预期这两国将填补因

美国收紧对伊朗制裁而造成的供应缺口。(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农产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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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朗普政府周四公布一项 160 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计划，以弥补长达 10 个月的对华

贸易战造成的损失，并表示给农民的补贴取决于农场所在地，而不是种植什么作物。

（来源：cofeed)

2、多雨天气和农田温度过大仍然威助着中西部的种植。恶劣的田间条件可能促使农民

放弃种植玉米，改种大豆，因大豆可以在春季晚些时候种植。（来源：cofeed)

3、Mnuchin 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正在研究对自中国进口的价值 3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对美消费者的影响，在 30-45 天内不会有任何决议，其补充称，

关税对美消费者的影响是美贸易战略的关键考量。（来源：cofeed)

4、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5 月 16 日的一周，美国对

中国（大陆）销售 7.1 万吨大豆。此前两周中国没有买入美国大豆。5月 10 日美国对

中国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恢

复买入美国大豆是偶发性为，还是释放某种信号，值得市场进一步关注。（来源：cofeed)

有色产业链

1、中国海关总署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4月废金属进口环比增 40%，至 350,000吨，为自 2018
年 12月以来最高月度进口水平。中国将从 7月 1日起限制高等级废金属的进口，此前国内已从今

年初限制低等级原材料的进口，这也是禁入“洋垃圾”举措的一部分。 海关数据还显示，中国 4
月废铜进口量为 170,000吨，较 3月的 100,000吨增加 70%。（来源：海关总署）

2、作为全省百大项目之一，黑龙江紫金铜业公司铜冶炼项目，占地面积 4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4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3亿元。017年 5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 8月底实现投产。达产后，可年

产阴极铜 15万吨，将对齐齐哈尔市延长铜产业加工链条，促进金属新材料产业和全市经济社会跨

越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来源：SMM）

3、据 SMM了解，山西华圣铝业剩余 15万吨产能于 5月 7日开始陆续关停，原计划 5月 7日停槽

4台，5月 8日起每天停槽 10台，直至停完。据 SMM 了解截至今日 5月 23日，华圣剩余 20台左

右电解槽仍在陆续关停，预计明日全停。该厂 22万吨电解铝指，其中 3万吨置换给内蒙古华云新

材料，19万吨置换给云铝鹤庆溢鑫铝业。(来源：SMM）

4、SMM 数据显示，5 月 23 日全国主要消费地区 6063 铝棒库存：佛山地区 3.68 万吨，无锡 1.60
万吨，常州 0.79万吨，湖州 0.90万吨，南昌 1.00万吨，五地合计 7.97万吨，相较于上周日减少 1.39
万吨。（来源：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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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货价格变动及主力合约期现价差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

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本公司作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

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

作出任何形式的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