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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1. 美国可能引发贸易战的担忧继续影响市场情绪，整体氛围偏空，注意系统性

下跌压力。 

2. 黄金交易注意今晚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影响，如有反弹可考虑短空机会。 

3. 股指蓝筹板块发力，维稳预期下逢低布局春季多头行情。 

4. 美国农业部将于 9 日周五凌晨 1 点发布 3 月供需报告。市场还预计，巴西大

豆产量 1.138 亿吨（上月 1.12），全球大豆库存 9531 万吨（上月 9814），

美豆库存 5.3 亿蒲持平于上月。 

5. 易战阴影引发市场整体恐慌情绪，粕类高位震荡，油脂突破未果，或存震荡

回调的走势。 

6. 郑糖无政策引导，增仓跌破 1 月中旬以来的横盘震荡区间，短线仍将延续弱

势。 

7. 黑色系调整延续调整，技术继续顺势短空，谨防市场恐慌情绪和库存压力骤

增导致的快速下探。 

8. 原油走弱叠加需求恢复低于预期，短线国内化工品弱势调整。PTA 上涨通道

能否守住令人担忧；塑料旺季不旺，淡季来临或会受其他商品影响转入跌势。 

9. 天胶主要反弹因素未改，反弹多单继续持有。 

10. 在美元反弹及全球股市下跌势头的背景下，金融属性偏强的有色系列需关注

震荡区间下沿的支撑作用，谨防恐慌情绪发生时带来的下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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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收盘一览 

 

 

宏观及金融期货 

主要观点 

美国可能引发贸易战的担忧继续影响市场情绪，整体氛围偏空，注意系统性下跌压力。 

黄金交易注意今晚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影响，如有反弹可考虑短空机会。 

股指蓝筹板块发力，维稳预期下逢低布局春季多头行情。 

国内外解析 

受春节假期、环保限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 2 月进口大幅回落，但出口意外大增，贸易顺差扩大，表明全球经济正在加快复

苏，外需持续改善，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边际减弱。 

国外方面，近期特朗普不顾共和党重要成员联名反对，对钢铝进口执行全球统一关税，白宫经济顾问辞职。此后，欧盟等经

济体相继作出回应，计划对美国进口商品制定惩罚性关税，加剧了市场对美国可能引发贸易战的担忧，欧美股市承压下跌，避险

情绪支撑金价上涨。我们认为全球贸易摩擦升温引发市场避险情绪，但影响是短期的，待避险需求消退，市场将重新回归基本面。

关注今晚欧洲央行利率决议，若政策声明整体偏鸽派，欧元兑美元承压回落的可能性较大，需引起注意。鉴于美联储 3 月加息预

期尚未完全消化，建议黄金维持逢反弹偏空的思路。 

周四，期指温和上涨，一二线蓝筹板块经过连续调整后，再次领涨两市。两会期间维稳预期占主导，两会改革预期有利于提

升风险偏好，股指维持震荡筑底的可能性较大，建议维持逢低偏多思路，布局春季多头行情。 

策略推荐 

股指企稳过程中逢低建多；贵金属 3 月议息会议前逢高考虑布置空单。 

 

农产品 

主要观点 

贸易战阴影引发市场整体恐慌情绪，粕类高位震荡，油脂突破未果，或存震荡回调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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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糖无政策引导，增仓跌破 1 月中旬以来的横盘震荡区间，短线仍将延续弱势。 

重要品种 

农副产品：苹果期货资金小幅流出上行迟滞，预计调整下跌机会增长；鸡蛋现货企稳，期价主要合约陷入低位震荡，交易上

暂宜观望。 

油粕类：据商品气象集团称,未来两周阿根廷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雨。但是这些降雨对于玉米和大豆作物来说出现的太晚。市

场认为美国农业部将在 3 月份供需报告中下调阿根廷玉米和大豆产量预测数据，而这些损失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巴西的大豆产量增

幅所抵消。德国商业银行认为，阿根廷大豆产区天气干旱，目前来看大豆产量至多达到 4500 万吨，油世界预计大豆产量只有 4200

万吨，分析师平均认为美国农业部的大豆产量数据可能在 4836 万吨，上月为 5400 万吨。美国农业部将于 9 日周五凌晨 1 点发布

3 月供需报告。市场还预计，巴西大豆产量 1.138 亿吨（上月 1.12），全球大豆库存 9531 万吨（上月 9814），美豆库存 5.3 亿蒲

持平于上月。特朗普贸易战冲击市场，国内商品市场仅豆二远月价格大幅上涨，主流商品大幅下挫，交易氛围悲观。农产品因天

气市庇佑表现抗跌，三大油脂价格急促回调后跌势收窄，预计在区间下端获得支持维持宽幅震荡走势；双粕价格维持在高位震荡，

注意供需报告日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风险，策略避险和调低仓位，不过度杀跌。。 

白糖：ISMA 预计印度 2017/18 年度糖产量料升至记录高位 2950 万吨，较之前预估上调近 13%，夜间 ICE 原糖期货急跌至

八个半月低位；国内政策面迟迟没有消息出台，需求进入消费淡季，短线郑糖仍将延续弱势。 

棉花：市场预期 USDA 供需报告将显示需求增加，而美国和全球供应减少，ICE 期棉周三夜盘止跌企稳；储备棉轮出在即，

因拍卖底价与美棉密切相关影响，短线郑棉涨跌跟随外盘走势，整体仍将延续 14800-15500 区间震荡。 

策略推荐 

粕类高位震荡，油脂突破失败，市场风险情绪引发下，库存高企的油脂或有短空机会。白糖无政策支撑，消费淡季中跌破横

盘区间，顺势短空。 

 

工业品 

主要观点 

黑色系调整延续调整，技术继续顺势短空，谨防市场恐慌情绪和库存压力骤增导致的快速下探。 

原油走弱叠加需求恢复低于预期，短线国内化工品弱势调整。PTA 上涨通道能否守住令人担忧；塑料旺季不旺，淡季来临或

会受其他商品影响转入跌势。 

天胶主要反弹因素未改，反弹多单继续持有。 

在美元反弹及全球股市下跌势头的背景下，金融属性偏强的有色系列需关注震荡区间下沿的支撑作用，谨防恐慌情绪发生时

带来的下跌风险。 

重要品种 

黑色板块：周四商品市场仍显谨慎偏空，黑色系延续小幅调整，预计短空仍有空间。钢厂复产时间窗口即将到来，供给端有

释放压力，钢材社会库存快速攀升，贸易商囤货并未有效转化为实际需求，技术面而言，螺纹 1805 合约自 4100 关口开启调整，

上一交易日跌破去年 10 月中旬以来的上行趋势，夜盘进一步探至 60 日线之下，技术指标 MACD 显现放大的绿柱，短线有望探

至 3750 一线，短空谨慎持有；热卷 1805 合约破位 4000 点，持仓显著收缩，短空有望回落至 60 日线之下，看向 3800 点。炉

料端受成材拖累，短线调整压力抵消了开工带来的利好。铁矿石 1805 合约周四夜盘低开并探至 510.5 元/吨，受钢厂铁矿石库存

和港口铁矿石库存连续攀升的打压，短线调整有望回探 500 一线，后期仍有需求支撑，因此短空注意节奏；焦炭 1805 合约上方

承压粘合的 5 日和 10 日均线，低开低走跌落 20 日线，技术指标 MACD 显现久违的绿柱，持仓连续缩减，调整延续看向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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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短空继续持有，仍有盈利空间；焦煤 1805 合约受焦化复产的支撑，跌势稍弱于铁矿、焦炭，但调整之势明确，有望顺利

跌落 60 日线探至 1300 点附近，建议继续持有短空。郑煤 1805 合约进一步小幅回落，破位 60 日线后承压 5 日线，交投重心持

续微弱下移，短线继续看空至 600 一线。 

化工品：EIA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产量增至 1036.9 万桶/日的记录高位，库存增加 240 万桶；此外，特朗普

关税计划继续发酵，美国原油主力合约下跌 2.3%；周四国内化工品延续弱势调整。 

分品种来看，原油下跌导致成本端支撑转弱，3 月中上旬炼厂开工计划偏多，市场供应压力增加，而下游需求旺季尚未启动，

短线沥青仍将延续弱势调整。目前农膜旺季对塑料价格仍有支撑，但随着时间推移，需求端支撑将逐渐转弱，3 月中下旬塑料或转

入季节性调整行情，短线可轻仓试空九月。PP 技术面形成破位，短线转入空头思路。PVC 考验去年 12 月以来的震荡区间下沿支

撑，若有效跌破支撑，空单择机入场。下游需求恢复一定程度抵消供应增加带来的压力，短线甲醇转入震荡走势，空单减持观望。

终端纺织需求疲弱，聚酯销售不佳，基本面支撑减弱，资金大幅撤离近月合约，短线 PTA 陷入弱势调整走势，关注中期上升趋势

线支撑，TA1809 中线多单谨慎持有。东南亚停割期叠加出口限制政策，加之国内需求旺季支撑，沪胶季节性反弹行情仍未结束，

短线仍可尝试多单，密切关注泰国停割计划进展情况。 

有色系：在美元反弹及全球股市下跌势头的背景下，金融属性偏强的有色系列需关注震荡区间下沿的支撑作用，谨防恐慌情

绪发生时带来的下跌风险。 

策略推荐 

工业品谨防市场情况造成的上升通道或震荡区间的破位，出现技术性下探的品种可以尝试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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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周历 

周一，09:45 中国 2 月财新服务业 PMI；17:00 欧元区 2 月服务业 PMI；17:30 英国 2 月服务业 PMI；18:00 欧元区 1 月零

售销售月率；22:45 美国 2 月 Markit 综合 PMI；23:00 美国 2 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周二，08:30 澳大利亚 1 月零售销售月率、第四季度经常帐；11:30 澳洲联储公布利率决议；23:00 美国 1 月耐用品订单、

工厂订单月率。 

周三，08:30 澳大利亚第四季度 GDP；18:00 欧元区第四季度 GDP 年率；21:15 美国 2 月 ADP 就业人数；21:30 加拿大 1

月贸易帐；21:30 美国 1 月贸易帐；23:00 加拿大 3 月央行利率决议。 

周四，11:06 中国 2 月贸易帐；07:50 日本第四季度 GDP；08:30 澳大利亚 1 月贸易帐；15:00 德国 1 月工厂订单月率；20:45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21:30 美国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周五，09:30 中国 2 月 CPI、PPI 年率；11:14 日本央行利率决议；15:00 德国 1 月工业产出月率、贸易帐；17:30 英国 1 月

工业产出月率、贸易帐；21:30 加拿大 2 月失业率；21:30 美国 2 月非农就业人口、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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