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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操作建议

 美原油小幅回调。大商所 PVC周三主力合约 V1905前二十位多头持仓增加 7186 手至 120217手，空

头持仓增加 6365 手至 111044手。PVC1905合约周三上涨 20元至 6545 元/吨。主力合约 V1905日 K
线小幅反弹, 成交量放大。

 操作策略：PVC1905 低位震荡，MACD 红柱放大，轻仓短多，多头止损设在 6350。

一、数据信息

表 1：大连商品交易所（ZCE）PTA期货交易行情信息（201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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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C V1905 6530 6550 6495 6545 171680 341084 20 15596

PVC V1909 6470 6495 6435 6485 9430 63942 25 418

数据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中信建投期货

表 2：PVC现货市场价（2019-01-23）

产品 价格类型 上一交易日 今日 涨跌 单位

齐鲁石化 出厂价 6750 6750 0 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表 3：相关市场行情信息（2019-01-23）

品种 代码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焦煤 JM1905 1232 1238 1223 1227 5 0.41%

恒逸石化 000703 12.65 13.16 12.63 13 0.17 1.33%

沪深 300 000300 3136.1 3157.63 3131.87 3141.05 -2.27 -0.07%

道琼斯工业指数 DJI 24577.25 24700.98 24307.17 24575.62 171.14 0.70%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二、相关市场信息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要对标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

取得决定性成果，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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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打下决定性基础。会议审议通过了《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等；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资源环境

生态条件好的地方先行先试，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积累经验。

财政部郝磊：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初步核算数计算，2018 年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

37%，低于欧盟 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2018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 76.6%，低于国际通行水平。

海南省住建厅：2018 年海南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双降，将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继续开展房地产市场虚假宣

传、违规销售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NYMEX 原油期货收跌 1.09%报 52.43 美元/桶，连跌两日。上周 API 原油库存意外大增 655.1 万桶。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 16:30 收盘报 6.7888，较上一交易日涨 215 个基点，结束两日连跌。人民币兑美元中间

价调贬 115 个基点，报 6.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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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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