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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盘报价 

二、基本数据 

天气观察 天气状况 主要品种 影响程度 

中国 厄尔尼诺年 白糖/稻谷 南方稻谷受灾 

全球 厄尔尼诺-拉尼娜切换观察期 大豆 影响待观察，目前生长良好 

到港成本 到港成本 升贴水 现货报价（元/吨） 现货价 涨跌 

澳粉矿 62 72.80美元/吨  上海有色金属网 1#铜 44190 -1535 

美豆 1月船期 3396元/吨 65美分/蒲 南昌三级螺纹 16-25mm萍钢 2910 -70 

南美豆 3月船期 3402元/吨 50美分/蒲 螺纹钢吨钢利润 -283.78  

阿根廷豆油  7156元/吨  主焦煤（山西吕梁产） 1400 50 

马棕榈油  6333元/吨  唐山二级冶金焦 2140 - 

油菜籽 3916元/吨  一级白砂糖（南宁） 6670 -10 

白糖（巴西） 6902元/吨 配额外进口 豆粕（南通） 3180    - 

玉米 1月船期 1567元/吨 60美分/蒲 豆油（南通）   6730   - 

大豆港口库存 636 万吨 -7 万吨 菜粕（南昌）新季  2450 - 

进口大豆近月船

期压榨利润 
-23 元/吨  鸡蛋(大连)（元/1000斤） 3290 - 

金融市场 利率  玉米（大连港） 1750 - 

十年期国债 2.87%  南昌三等早籼稻(2016年产) 2660 - 

   江西三等晚籼稻(2015年产) 2760 - 

棉花 CA M - - 328棉花 14155  13 

三、热点透析 

贵金属 

美国 COMEX 12 月黄金期货电子盘价格周三(11 月 16 日)收盘上涨 0.10 美元，涨幅

0.01%，报 1224.60 美元/盎司，在特朗普胜选后美债收益率急升的驱动下美元延续

为期一周的升势，攀升至 14 年高位。 

金 属 

LME 期铜周三收跌。美元指数继续上涨，拉低了基本金属价格。国际铜研究小组

(ICSG)预测，2016 年精炼铜产量将增长 2.2％至 2338.3 万吨，明年增速为 1.7%，

产量达 2379.1 万吨。2016 年全球精炼铜表观消费量预计增长 1.5%至 2339.1万吨，

主要是由于今年中国表观需求将有 1.5%的增长。而 2017 年全球精炼铜表观消费增

速将降至 1%左右，达 2362.8万吨。2016年全球精炼铜保持大致平衡，而明年或会

略微过剩 16.3 万吨左右。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 10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1%，与 9月份持平，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增长 3.4%。从环比看，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50%。1-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中国 10月电解铜产量为 73.7万吨，同

比增长 7.1%，环比增长 1.7%。预计沪铜短期或以震荡为主。 

建 材 

14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10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增长 8.1%，较

前期有所回升；商品房待售面积增速持续下降，至 1.3%，较前期下降了 3.4个百分

点；1-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继续保持稳定增速（26.8%,前值为 26.9%）。市场方面，

部分商家积极出货获利了结，但终端用户接受程度不高，在高成本及低库存的支撑

下，钢材价格或在高位震荡。 

谷 物 

交管运输部门于 2016年 9月 21日至 2017年 7月 31日，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开展三

个“专项行动”，新规出台之后，不仅会对运输成本大幅上调，这也将削弱原先物

流的运输力量，这或对企业到货带来影响，玉米的运输成本将相应增加。所以，玉

米价格也相应上涨来覆盖掉运输成本的增加。当前我国玉米价格上涨与今年特殊天

气、运输、品质等多种因素有关，成本较低的铁路运输，则时值东北铁路外运高峰，

车皮难请，运力极度紧张，产区玉米到港价格水涨船高。同时，我国玉米价格强势

运行给南方其他交通运输和进口谷物市场带来机会。且，近日补库需求增强，助推

南方销区玉米价格坚挺上涨。操作上，建议多单设好止盈,逢低买入。 

豆 类 

美豆受美国增产及南美播种良好等供应压力影响振荡收低，市场追高谨慎，美豆主

力合约在千点关口处维持振荡局面。当前商品整体环境已经走出低谷，资金热炒下

板块轮动明显，只要是价值低洼地带，均可能被大资金关注，政府的限制措施最终

也无法阻挡趋势，美豆丰产的大环境也只能起到阻碍上涨速度的作用，一旦爆出利

多，上涨的势头将非常猛烈，过去豆粕 3000点压力较大，从当下看，3000点将逐

渐成为底部位置，过去 3个月来也可明显看出豆粕的底部在逐步抬高。策略上，积

极点价 11-12 月份头寸，基差头寸备货不足则需要考虑买入 05合约豆粕期货进行

补充。       

鸡 蛋 

现货蛋价持稳，节前的上涨行情还需时日；而期货已开始提前反映元旦前的上涨预

期。技术上，鸡蛋 1701合约依托 60 日线支撑快速反弹，但周边盘面的资金情绪不

稳，令波动加剧，上方关注前高 3900 元附近压力，建议短线偏多操作。 

棉 花 
目前国家抛储暂时告一段落，新棉大量上市，短期市场供应增加，资源压力较大，

同时下游消费不济，棉价预计保持宽幅区间震荡，观望为佳。 

股指、国

债 

深港通即将开通，利好股指。 

四、重要资讯 

宏观 

1、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全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部署“十三五”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加快实施一批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开展造纸、建材等 15个重

点行业治污减排专项治理，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 

2、国务院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战略：年底前出台国企改革专项方案；支持部分中央

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在东北三省各选择 10-20 家地方国有企业开展首批

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对符合条件的东北地区企业上市给予优先支持。 

3、中国 10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89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 ；前 10 个月，全国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87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8%。 

 

外盘品种 收盘 涨跌 外盘品种 收盘 涨跌 

美元 6.8770    0.30% BDI 1145  5.63% 

伦敦金 1224.93 -0.32% 马来西亚棕榈油 2865   1.45% 

伦敦银 16.970 -0.68% 温尼伯菜籽（加籽） 512.1  0.23% 

美豆 01 985.2  -0.65% 11#糖指数  19.92  -3.49% 

美玉米 12 339.6   -0.64%  LME铜 5451.0 -1.29% 

美麦 12 397.0  -0.50% LME锌 2535.0 -3.32% 

美棉 71.90 1.78% 原油 46.93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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