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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 

周一，两市冲高回落，上证指数涨 0.23 %，创业板跌 0.29%，两市成交量萎缩。盘面上航天军工、钢

铁、海南板块表现较好，农林牧渔、家电、独角兽概念领跌市场。期指方面，IFIH 贴水收敛，IH 当月合

约回到升水，IC 贴水小幅扩大。期指总持仓增加，目前总持仓 105011 手，较前日增加 546 手。合并当月

和次月合约看，IC成交量持仓量增加。从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前 20持仓来看，三大合约多头减持，IC多头

减持幅度最小。 

消息面上，国务院层面推进金融数据统计，将为后续资管统计体系构建铺平道路。人民币急跌：离岸

盘中跌超 200点，在岸跌超 150点。乐视网 Q1预亏逾 3 亿元，新乐视智家将增资不超 30亿。 

昨日市场冲高回落，“博鳌”概念表现良好。期货方面，IH 回到升水，中美贸易局势的变化对股指的

扰动较此前明显收敛，中期趋势不会有大的变化。4 月开始资金面表现宽松，但市场出现回调，除去贸易

战的影响外，创业板盈利增速大幅下滑近期制约了部分个股表现。从目前的盘面来看，大盘股弱，中小盘

股强的格局会是一种常态。可关注中小创龙头的表现，建议股指轻仓，或多 IC空 IF 的组合。（彭鲸桥） 

贵金属期货 

美国再次出手，对一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被制裁的个人和企业将禁止和美国交易。受欧元

打压，美元重回 90下方，贵金属略有上涨。昨日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预计欧元区经济将有强劲扩张；

最近的股市下跌并没有对更广泛的金融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仍对通胀率中期内朝目标靠拢有信心。近期影

响贵金属的主线仍然是贸易战，特朗普的决策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元近期经济数据偏弱，美元仍有下

行空间，近期可采取谨慎偏多的思路进行短线操作。沪金1806区间272-277元/克，沪银1806区间3600-3700

元/克。 

操作上，沪金 1806与沪银 1806可考虑在区间低点轻仓短多，突破区间止损。（江露） 

沪铜期货 

宏观面，FBI 突袭特朗普私人律师办公室，美股及商品市场情绪受到一定打压，但受欧元走强影响，

美元指数跌破 90 关口，有色铜铝延续反弹态势。伦敦金属交易所 3 月期铜收涨 1.47%，报 6853.5 美元/

吨；3 月期铝收涨 3.82%，报 2132.5 美元/吨。国内方面，中国外交部表示当前情况下中美双方不可能就

贸易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今日关注国内 3月货币供应数据，市场预计将高于前值。沪铜 1805收涨 0.72%，

报 50690 元/吨；沪铝 1805 收涨 1.16%，报 14370 元/吨。基本面分品种看，消息面，智利国营铜业公司

Codelco 旗下 Radomir Tomic 铜矿劳资谈判已达成，罢工风险解除。昨日 LME 铜库存上升 1425 吨至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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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国内铜库存维持在 30 万吨以上，现货方面，LME 贴水扩大至 38-41 美元/吨，国内现货端维持升水

状态，主因当前现货市场继续处理税率下降问题。技术上，短期铜价在 49000-50000 附近区域存支撑，不

宜过分看空。操作上，沪铜 1806 合约可考虑轻仓短多为主，仓位 5%以内，并设置好止损。（江露） 

沪铝期货 

宏观面，FBI 突袭特朗普私人律师办公室，美股及商品市场情绪受到一定打压，但受欧元走强影响，

美元指数跌破 90 关口，有色铜铝延续反弹态势。伦敦金属交易所 3 月期铜收涨 1.47%，报 6853.5 美元/

吨；3 月期铝收涨 3.82%，报 2132.5 美元/吨。国内方面，中国外交部表示当前情况下中美双方不可能就

贸易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今日关注国内 3月货币供应数据，市场预计将高于前值。沪铜 1805收涨 0.72%，

报 50690元/吨；沪铝 1805收涨 1.16%，报 14370元/吨。基本面分品种看，消息面，受美国对全球第二大

铝生产商俄罗斯铝业制裁消息影响，伦铝强势上行带动沪铝继续反弹，此外，鉴于目前国内社会库存继续

下降以及现货端贴水收窄，下游消费呈现回暖态势，铝期价或继续反弹。操作上，沪铝 1806 合约轻仓短

多为主，仓位 5%以内，并设置好止损。（江露） 

沪镍期货 

宏观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一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俄铝也在其列，铝价上涨带动有色市场

整体翻红。此外，受欧元打压，美元重回 90 下方，对商品市场亦有支撑。基本面，供给端，镍矿港口库

存触底回升，菲律宾雨季即将结束，镍矿供应料将宽松。需求端，下游需求仍然较弱，不锈钢库存仍处高

位，不锈钢价格下跌对镍价形成拖累。总的来说，目前宏观面利多略占优势，基本面利空略占优势，预计

镍价区间震荡，区间 97000-103000。 

操作上，沪镍 1807建议观望，也可在区间内高抛低吸，仓位 5%以内，突破区间止损。（江露） 

铁矿石期货 

市场虽对原料的补库预期并不乐观，而库存见顶回落，贸易战出现缓和迹象，终端需求走强，铁矿石

将震荡偏强运行的概率较大。操作：I1809合约建议在 450附近轻仓做多，下方止损位设在 445。（张贵川） 

螺纹钢期货 

建材下游需求逐渐恢复，螺纹库存去化速率加快，市场对中美贸易之争由之前的过度悲观回归理性；

供给端钢厂仍有生产动力，叠加前期的高库存基数，目前仍不宜对螺纹近期走势太过乐观。RB1810合约 

建议多单继续持有，有效跌破 3400止盈。（张贵川） 

 

热卷期货 

环保限产解除，高炉开工回升已是大势所趋，热卷供给将有所增加；需求端采购恢复并保持平稳，库

存总量持续下降，但螺纹价格的变动仍将对热卷价格造成较大的不确定性，后期还应关注螺纹。HC1810合 

约建议多单继续持有，有效跌破 3520止盈。（张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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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期货 

部分地区现货价格仍有所下跌，钢厂第四轮提降已基本落实，主流市场累计降 250 元/吨，焦企开工

率上升，目前走货顺畅，库存有小幅回落，焦企基本无利润，挺价意愿强烈，因此下方支撑较强。操作：

J1805合约建议 1850-1900区间高抛低吸，下方跌破 1850 多单止损。（张贵川） 

焦煤期货 

焦企目前利润收缩，因而对原料谨慎小订单采购，保持低库存，焦企开工率有所上升，焦煤需求进一

步改善，而焦化厂库存持续下行，供给端无压力，综合来看短期焦煤将维持偏强运行。操作：JM1805合约

建议在 1290附近逢低做多，下方跌破 1280多单止损。（张贵川） 

动力煤期货 

一方面，电厂库存仍处于高位，市场煤压力仍大，而电厂日耗回落至 63.6 万吨，未能进一步上升；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争端仍存不确定性，投资者避险情绪仍在，整体利空工业品。总体来看，郑煤短期内

趋势性反弹仍不具备支撑，预计后市仍将维持震荡偏弱走势。 

操作上：05合约空单可继续持有；未入场者建议观望为主，或趁反弹轻仓空单，不宜重仓盲目追空或

激进抄底。（张贵川） 

 

聚烯烃期货 

市场关注点放在日趋紧张的中东局势，欧美原油期货从上周跌势反弹，创两周来最大单日涨幅。市场

对贸易战的担忧情绪有所缓解，利多工业品市场。基本面，虽然节后石化库存再次累积，但石化企业陆续

调涨出厂价，货源成本支撑增强。另外，4 月检修装置较多，有利于缓解供给压力。建议继续关注库存去

化速度以及宏观风险情况。 

操作上，L1809/PP1809可分别在 9150和 8900附近轻仓短线试多，回撤 100点止损。（李彦杰） 

原油沥青期货 

消息面上，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周一表示，股市今年的下滑并没有对欧元区的金融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使得欧元受到提振，同时 3月英国房价涨幅超过预期，令市场感到鼓舞，非美货币走强对美元形成打压。

当前市场重点转向中国博鳌论坛，市场对于中美贸易争端出现缓解表现乐观。此外，叙利亚及其主要盟友

俄罗斯指责以色列周一在霍姆斯附近的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袭击，以及美国与伊朗局势也在影响油价。综

合看，中美贸易局势缓解提振市场风险偏好，同时美元回落叠加中东紧张局势也对原油形成利好推动。沥

青方面，沥青贸易商库存偏高，且随着开工炼厂的增多，沥青供应处于增加趋势，对沥青市场带来利空。 

操作上，SC1809日内在 400-405元/桶区间逢低做多，有效跌破 400元/桶止损；bu1806背靠 2800元

/吨逢高做空，止损设在 2840 元/吨附近。（李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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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期货 

美原油小幅反弹；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期胶主力合约周一收市价 182.0日元/公斤；上期所天胶

周一主 力合约 Ru1809 前二十位多头持仓增加 3987 手至 85594 手，空头持仓增加 4943 手至 115830 手。

橡胶 1809合约周一晚间 上涨 40元至 11455元/吨。主力合约 Ru1809日 K线小幅反弹，成交量缩小。 

操作策略：橡胶 1809宽幅震荡，MACD绿柱收敛，轻仓短空，空头止损设在 12000。（胡丁） 

PTA 期货 

美原油小幅反弹；PTA 产出小幅提高；郑商所 PTA 周一主力合约 TA809 前二十位多头持仓增加 10394

手至 317083 手，空头持仓增加 19772 手至 369221 手。PTA1809 合约周一晚间上涨 16 元至 5390 元/吨。

主力合约 TA809日 K线小幅反 弹，成交量放大。 

操作策略：PTA1809低位震荡，MACD绿柱收敛，轻仓短空，空头止损设在 5500。（胡丁） 

白糖期货 

国内主产区白糖售价较节前稳定中走低。广西产区报价 5660-5880 元/吨，云南产区报价 5500-5510

元/吨，均保持不变。周一部分沿海销区小幅下跌，需求淡季终端企业按需采购，商家随行就市出货。 

周一郑糖 809合约高开低走，收出长下影线，增仓 7982手，总持仓量为 38.2万手。夜盘小幅走高收

于 5568。美糖低位震荡收于 12.35。 

809 合约一方面面临夏季旺季需求提振；另一方面，国际偏空格局刺激着进口和走私，进口配额尚未

发放及抛储的可能性仍使空头有机可趁，预计多空交织，震荡继续，建议短期观望。（牟启翠） 

 

棉花期货 

中储棉周一挂牌销售 3万吨，实际成交 1.42万吨，成交率为 47.49%，平均成交价格折 3128为 15395

元/吨，其中，新疆棉挂牌 0.93 万吨，成交率 100%；内地棉成交率为 24.02%。 

周一现货市场籽棉、皮棉报价稳定，部分地区出现上涨。昨日郑棉 809合约受贸易战情绪缓和影响高

开低走，减仓 1284手，总持仓量为 29.7万手，夜盘震荡收于 15295。美棉收于 82.84。 

在抛储及产销缺口的背景下，多空博弈可能继续维持。此外，下游纺织行业库存天数较高，打击生产

积极性从而影响用棉需求，加上贸易战涉及美棉进口关税及纺织品出口，短期建议观望为主。继续关注贸

易冲突进展及中储棉轮出内地棉成交率，若有明显好转可低位入场布局多单。（田亚雄） 

 

 

豆类期货 

隔夜因技术性买盘及达成新的出口交易，大豆反弹收高，其中 CBOT 美豆 5 月合约收高 13.25 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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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收于 1047美分/蒲式耳；豆一 05合约收低 23点至 3901 元/吨；豆粕 09合约收低 11点至 3329元/吨。

上周美豆强势出口，我们预期本月的农业部报告有望上调出口（然而市场预计是偏空的），关注北京时间

周三 00:00美国农业部公布月度供需报告。由于进口南美大豆升贴水报价大涨 60-70 美分，大豆进口成本

大增，在南美减产及美豆出口转好背景下，豆粕仍维持震荡上行走势。但现货库存压力大，沿海豆粕总库

存量 82.6 万吨，周增幅 6.75%，加上 4-6 月进口量在 2760 万吨，现货供应充裕，基差持续走弱。建议豆

一 05合约背靠 3890短多，破 3870止损；豆粕 09合约背靠 3300线适量做多，破 3270止损。（牟启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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