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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操作建议

 美原油小幅回调；PTA产出小幅提高；郑商所 PTA周一主力合约 TA705 前二十位多头持仓减少 341
手至 562564 手，空头持仓增加 1888 手至 1034984 手。PTA1705 合约周一晚间下跌 24 元至 5452 元/
吨。主力合约 TA705日 K 线小幅回调, 成交量放大。

 操作策略：PTA1705 低位震荡，MACD 绿柱收敛，轻仓短多，多头止损设在成交价偏移 50 点。

一、数据信息

表 1：郑州商品交易所（ZCE）PTA期货交易行情信息（2017-01-16）

品种 合约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成交量 持仓量 涨跌 持仓变化

PTA TA705 5456 5476 5450 5452 292594 2246906 -24 -2086

PTA TA709 5572 5580 5556 5556 10700 288934 -22 1624

数据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中信建投期货

表 2：PTA现货市场价（2017-01-16）

产品 价格类型 上一交易日 今日 涨跌 单位

华东地区 市场价 5310 5340 30 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表 3：相关市场行情信息（2017-01-16）

品种 代码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郑棉 CF705 15105 15200 15050 15100% -35 -0.23%

恒逸石化 000703 14.05 14.19 12.98 14.1 -0.15 -1.05%

沪深 300 000300 3314.15 3322.78 3264.21 3319.45 -0.46 -0.01%

道琼斯工业指数 DJI 19912.54 19952.03 19849.38 19885.73 -5.27 -0.03%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表 4：国内 PTA开工率（2017-01-16）

产业链 PTA工厂 聚酯工厂 江浙织机

负荷率(%) 77.95 85.1 42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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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市场信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预计 2016 年 GDP 增 6.7%，虽不及目标，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依

然是最高水平；将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国务院近日批复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生态环境状况再上新台阶。

央行：去年 12 月末外汇占款环比下降 3178 亿元，余额 21.9 万亿元，连续第 14 个月下降，降幅较上个月

有所缩窄。外管局负责人表示，从 2016 年全年情况来看，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最主要原

因，另外非美元对美元总体贬值和资产价格变化也对外汇储备规模造成了一定影响。

商务部：2016 年 12 月对外直接投资 558.6 亿元（折合 84.1 亿美元），同比下降 39.4%；2016 年全年累计

对外投资 11299.2 亿元（折合 170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1%。

能源局：2016 年全社会用电量 591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7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3%；第二产业用电量 421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第三产业用电量 7961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1.2%。

第一财经日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日前召开，全国共有 300 多家涉嫌非法期货交易、“类

证券”投机交易等违规交易场所，集中在大连、河北、湖南、宁夏、北京、江苏等地，会议明确各省级政府的

清理职责，要求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WTI 2 月原油期货收跌 0.12 美元或 0.2%，报 52.25 美元/桶。布伦特 3月原油期货收跌 0.11 美元或 0.2%，

报 55.40 美元/桶。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 16：30 收盘价涨 24 个基点报 6.8976。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 35 个基点，报 6.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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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中信建投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

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

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77-780

网址：www.cfc10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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