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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操作建议

 美原油小幅反弹；PTA产出小幅提高；郑商所 PTA周四主力合约 TA709前二十位多头持仓增加 13097
手至 550876手，空头持仓增加 7420手至 688300手。PTA1709合约周四晚间下跌 16元至 4784元/吨。

主力合约 TA709日 K线小幅回调, 成交量放大。

 操作策略：PTA1709 低位震荡，MACD 红柱收敛，轻仓短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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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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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709 4762 4788 4760 4784 144978 1745456 -16 1500

PTA TA801 4910 4938 4910 4932 6752 253346 -16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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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2）

产品 价格类型 上一交易日 今日 涨跌 单位

华东地区 市场价 4740 4725 -15 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表 3：相关市场行情信息（2017-06-22）

品种 代码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郑棉 CF709 15110 15270 15105 15260% 70 0.46%

恒逸石化 000703 13.6 13.76 13.45 13.5 -0.04 -0.30%

沪深 300 000300 3583.56 3635.53 3581.34 3590.34 2.38 0.07%

道琼斯工业指数 DJI 21407.98 21456.47 21394.81 21397.29 -12.74 -0.06%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表 4：国内 PTA开工率（2017-06-22）

产业链 PTA工厂 聚酯工厂 江浙织机

负荷率(%) 69.06 85.4 76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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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市场信息

新华社：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聚焦四方面，其中之一是对照今年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

措施，取消、停征、免征或减征相关收费情况。

商务部：自贸区的新负面清单降低了外资并购的限制；金砖国家贸易部长峰会将于 8 月 1-2 日在上海召开。

两融余额三连升。截至 6月 21 日，A股融资融券余额为 8732.35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的 8718.55 亿元增加

13.8 亿元。

券商中国：根据中国结算发布的《关于开展存量一人多户休眠工作的通知》，已启动对同一投资者开立的三

户以上多开账户的休眠工作。按中国结算的文件要求，自 6月 23 日后的下一交易日（6 月 26 日）起，被确认

为休眠账户的，将在交易系统中止交易。

WTI 8 月原油期货收涨 0.21 美元，涨幅 0.49%，报 42.74 美元/桶。布伦特 8 月原油期货收涨 0.40 美元，

涨幅 0.89%，报 45.22 美元/桶。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 16:30 收盘价报 6.8307，较上一交易日跌 17 个基点，连跌六日，收盘续创三周新低。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 4个基点，报 6.8197，连续三日调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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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三环西路营业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6 号中电信息大厦 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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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2129971

电话：010-82129971

济南营业部

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 150 号中信广场 1018

电话：0531-8518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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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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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11-84806305

郑州营业部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未来大道 69 号未来大厦 2205、22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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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营业部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10 号时代地产中心 2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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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0-28325302

重庆龙山一路营业部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一路 5号扬子江商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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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3-88502030

成都营业部

地址：成都武侯区科华北路 62 号力宝大厦南楼 1802,1803

电话：028-6281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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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 NEO 大厦 A栋 11 楼 I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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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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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7-59909520

北京朝阳门北大街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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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5282866

杭州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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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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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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fc10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