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纪元期货 · 每日观点 

投资有风险 理财请匹配 1 

 

     

 
 【新纪元期货·会议纪要】 

  

【2018 年 6 月 7 日】 

     

每日行情会议纪要  工业品偏强但黑色系存在调整风险，农产品震荡整固  

 

 

宏观及金融期货研究组 

程  伟 0516-83831160    

chengwei@neweraqh.com.cn 
F3012252  Z0012892 

王成强 0516-83831127    

wangchengqiang@neweraqh.com
.cn 
F0249002  Z0001565 

农产品研究组 

王成强 0516-83831127    
wangchengqiang@neweraqh.com
.cn 

F0249002  Z0001565 

张伟伟 0516-83831165 
zhangweiwei@neweraqh.com.cn 

F0269806   Z0002792 

化工品研究组 

石  磊 0516-83831165    
shilei@neweraqh.com.cn 

F0270570   Z0011147 

张伟伟 0516-83831165 
zhangweiwei@neweraqh.com.cn 

F0269806   Z0002792 

金融工程研究组 

张  雷 0516-83831185    
zhanglei_xz@neweraqh.com.cn 

F0264563  Z0002362 

褚思伟 0516-83831160 
cusiwei@neweraqh.com.cn 

F0231770  Z0000239 

 
核心观点 

 

1. G7 峰会召开期间,市场情绪偏向谨慎,但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问题依然影响市场情绪。美

欧央行“鹰鸽转换”情况是否得到确认，将决定美元指数能否调整。 

2. 保题材仍在刺激黑色系行情演绎，但追涨风险积聚，近期黑色系的交易思路不是继续追

涨，而是短多应当注意逢高止盈。 

3. 芝加哥谷物市场冷热不均，双粕弱势盘跌波动收窄，观望为宜。市场仍在趋势做多油粕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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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收盘一览 

 

宏观及金融期货 

主要观点 

G7 峰会召开期间,市场情绪偏向谨慎,但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问题依然影响市场情绪。美欧央行“鹰鸽转换”情况是否得到确

认，将决定美元指数能否调整。 

国内外解析 

股指：周四消息面相对平静，股指整体维持震荡。G7 峰会召开期间，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墨西哥、加拿大、欧盟先后宣布对

美国进口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导致全球贸易关系再次紧张，市场焦点将从欧洲局势转向全球贸易问题。近期公布的 5 月制造业

PMI 小幅加快，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未变，政策面偏向友好，股指中期反弹行情正在犹豫中发展。 

贵金属：国外方面，欧洲央行官员集体发声，导致市场对削减 QE 的预期升温。普雷特称，很明显欧洲央行需要在下周评估是

否要缩减资产购买计划，汉森称可能在 2019 年中期前提高利率，魏德曼表示市场预测 2018 年末结束 QE 是合理的，诺特认为很

快宣布结束净资产购买的时间是合理的。我们认为欧元区 5 月通胀已超过 2%的目标，未来数月将稳定在这一目标附近，欧洲央行

希望通胀出现可持续调整的愿望已经实现，在 6 月会议上宣布结束资产购买的时间是大概率事件。美联储议息会议将于下周召开，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加息 25 个基点。重点关注货币政策声明对于经济和通胀前景的评估，以及点阵图的变化，如果多数官员对

通胀在一段时间内超过 2%表示认可，仍预计今年加息三次，那么将被解读为鸽派加息。在美欧央行“鹰鸽转换”的情况下，美元

指数将延续调整。黄金中期存在上涨机会，建议多单逢低入场。 

策略推荐 

股指前低处获得支撑反弹，是否转势仍有待观察，短线多单谨慎；美欧央行“鹰鸽转换”或将使美元高位回落调整，黄金维

持逢低偏多的思路。 

 

农产品 

主要观点 

芝加哥谷物市场冷热不均，双粕弱势盘跌波动收窄，观望为宜。市场仍在趋势做多油粕比。。 

重要品种 

油粕：芝加哥谷物市场冷热不均。俄罗斯等主要小麦出口国天气持续干燥，近日推升芝加哥小麦技术止跌上涨，而美国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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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天气形势良好，导致玉米、大豆价格陷入颓势，且贸易紧张关系可能影响谷物需求，增添了利空人气。当前巴西大豆产量预

估 1.175 亿吨，，目前销售完成 73%，去年同期 61%，五年均值 70%；将在 9-10 月播种的新豆预售 11.3%，去年同期 2.1%，

五年均值 5.1%，供给大豆供给总体宽裕。USDA6 月供需报告将在 12 日发布，市场预估美陈豆结转库存 5.22 亿蒲，新豆库存 4.17

亿蒲，两项数据 5 月报告分别为 5.3 亿蒲和 4.15 亿蒲。国家临时存储大豆 14 日即下周四开拍，2012 年和 2013 年产大豆销售底

价均 3000 元每吨，总数量 30 万吨，对豆一市场带来压力，期价 3600 位是重要抵抗点；市场仍在趋势做多油粕比，经历剧烈回

调后的油脂价格转入修复性上涨，粕价在 5 月低位区预计将获得支持，波动偏窄，缺少大规模方向性选择的诱因，宜观望。 

策略推荐  

密切关注国内外天气市季节性的影响及贸易摩擦谈判的新结果和对盘面的干扰，月末价格动荡不过度追涨杀跌，逢盘中调整，

仍推荐增持菜油趋势多单。以及 Y-P 套利策略。 

棉花中线看多，新入场多单短线操作谨防回调风险。 

工业品 

主要观点 

保题材仍在刺激黑色系行情演绎，但追涨风险积聚，近期黑色系的交易思路不是继续追涨，而是短多应当注意逢高止盈。 

重要品种 

黑色板块：环保题材仍在刺激行情演绎，但追涨风险积聚，近期黑色系的交易思路不是继续追涨，而是短多应当注意逢高止

盈。螺纹钢受环保限产以及库存超预期回落的双重提振，近期期现货均表现强势，现货价格上一交易日上涨 30 元/吨至 4000 元/

吨左右，期货 1810 合约强势拉升突破 3800 点一线，涨势远超现货，周四日内冲高回落，上行稍显不稳，追涨风险正在积聚，多

单应注意逢高止盈。铁矿石 1809 合约大幅冲高回落，一度逼近 480 一线，尽管补涨反弹并不强劲，期价已显著经摆脱低位震荡

格局，建议依托 460 点继续谨慎持有短多。焦炭在钢厂对焦炭补库、焦炭现货价格坚挺的支撑下，周四高开高走收长阳线，重回

短期均线之上触及 2100 点一线，近期 2000-2150 之间的宽幅震荡区间未改，上行同样存有压力，建议短多逢高止盈为主；焦煤

1809 合约暂获 1230 元/吨一线支撑，连续两个交易日探低回升，期价维持震荡偏多走势，但持仓量能持续下滑，技术形态而言，

追涨风险较高。郑煤 1809 合约周四一度上行突破 640 元/吨创新高，但随后回吐涨幅，波动再次加剧，需求良好对期价有所支撑，

但若涨幅过大会迎来发改委再次调控，因此上行也困难重重，延续前期观点：维持 600-640 元/吨区间内波段思路，不追涨。 

策略推荐 

环保限产带来的反弹行情有终结的迹象，需警惕下行风险；关注沥青需求端发起的行情；PTA 多单离场观望，橡胶暂时观望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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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周历 

周一，16:30 欧元区 6 月 Sentix 投资者信心指数；17:00 欧元区 4 月 PPI 月率；22:00 美国 4 月工厂订单月率。 

周二，09:45 中国 5 月财新服务业 PMI；12:30 澳洲联储利率决定；16:00 欧元区 5 月服务业 PMI 终值；16:30 英国 5 月服

务业 PMI；17:00 欧元区 4 月零售销售月率；21:45 美国 5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22:00 美国 5 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周三，09:30 澳大利亚第一季度 GDP 年率；20:30 美国 4 月贸易帐。 

周四，15:30 英国 5 月 Halifax 季调后房价指数月率；17:00 欧元区第一季度 GDP 年率；20:30 美国至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周五，07:50 日本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10:00 中国 5 月贸易帐；14:00 德国 4 月贸易帐、工业产出月率；16:30 英

国 4 月工业产出月率。 

周六：09:30 中国 5 月 CPI 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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