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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
周二，TS2012 跌 0.04%，TF2012 跌 0.07%，T2012 跌 0.12%。伴随着周一 MLF 的超额续做，近两日流
动性明显变得宽松，昨日 DR001 利率大幅下行超过 40 个 BP 至 1.78%附近，DR007 也回到 2.18%附近，11
月份债券一级市场供给明显减少，预计短期流动性压力仍然不大。对于债市而言，信用风险的冲击在持续，
此前债券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的紫光集团昨日发公告称一笔私募债展期失败。后续来看产业债的信用风险的
担忧预计短期内没有办法明显缓解。但是在经历了上周的恐慌之后，利率债收益率已经重新接近年内高点
附近，短期要继续明显上行的可能性也不大，或进入震荡寻顶的走势。
操作建议：短期以观望为主。
（何熙）

贵金属期货
隔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与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均对疫苗改善经济前景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新冠肺炎病毒
的传播仍然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构成重大风险，美联储坚决承诺使用各种工具，欧洲央行准备重新调整措
施，但贵金属不涨反跌。此外，美国 10 月零售数据不及预期，疫情二次爆发影响有所显现。总的来说，
贵金属仍有较好支撑，特别是在前期下跌之后，下行空间相对有限，后续持续关注货币及财政政策变动。
沪金 2012 参考区间 393-405 元/克，沪银 2012 参考区间 5050-5300 元/千克。
操作上，黄金白银轻仓做多。
（王彦青）

铜期货期权
观点：谨慎看涨；主要逻辑：利多因素占占主流，上行趋势未打破。
昨夜，铜价延续白天的调整，最低跌至 52240 元/吨，后有所回升，收于 52630 元/吨，伦铜亦小幅回
调至 7074.5 美元/吨。我们此前分析到，本次铜价的上涨主要是由各种利好消息的刺激、市场乐观情绪升
温所致，基本面仍旧缺乏强有力的支撑，所以急涨后存在回调风险。但是，我们认为后市仍有上行空间。
首先，目前市场上利多因素仍是占据主流地位，而利空多是一些旧事件的延续，在力度上弱于前者；其次，
从短期趋势看，铜价在 11 月以来的上涨趋势还没有打破，且昨夜的下影线也表明市场在此处经过博弈后，
多头力量暂时胜出。综合来看，我们认为铜价中长期是值得期待的，但短期内会面临较大波动风险，建议
投资者在控制好风险的情况下、趁回调积极布局多单。（张维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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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铝期货
宏观面：受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影响，更多的美国人因失去政府的财政支持导致家庭收入下降，美国 10
月零售销售不及预期，且可能进一步放缓。美元小幅走低，外盘有色普涨。
在外盘的带动下，隔夜铝价再次小幅走高。基本面看，随着铝厂利润的持续走高，新增产能持续释放，
供应压力不减，10 月电解铝产量小幅增长。消费来看，汽车依旧为最旺盛的消费亮点，其次为部分建筑及
光伏，相对较差的在于线缆方面。目前供需矛盾暂不明显，库存小幅去化为主。短期铝价维持高位震荡走
势。
短期铝价高位震荡概率较大，12 合约预计波动区间 15300-15600 元/吨，建议区间操作为主，未入场
观望。
（江露）

沪镍和不锈钢期货
宏观面，欧美央行行长均对疫苗改善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未来经济仍面临风险，叠加美零售数据不
及预期，隔夜市场略有承压。产业方面，昨日青山开出 12 月新盘价，304 热轧 12 月价格跌 600 至 12900
元/吨，而德龙、宏旺、甬金冷轧均下调 500 元/吨，代理商亦普遍调低价格，不锈钢生产亏损压力加大，
镍价亦明显回调。近几日镍铁市场暂稳，但市场仍少成交，在钢厂亏损的背景下，或将进一步给镍铁厂压
力。总的来说，下游的压力未减，产业上下游分歧仍待弥合，短期镍价下行压力加大，观望为宜。沪镍 2102
参考区间 114000-119000 元/吨，SS2101 参考区间 12800-13300 元/吨。
操作上，镍及不锈钢暂观望。
（王彦青）

铅锌期货
宏观面：受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影响，更多的美国人因失去政府的财政支持导致家庭收入下降，美国 10
月零售销售不及预期，且可能进一步放缓。美元小幅走低，外盘有色普涨。
锌：受宏观情绪影响，隔夜锌价小幅走高，几乎触及前高，压力或将凸显。基本面看矿端的偏紧暂未
影响冶炼端的生产，10 月精炼锌产量依然小幅增长，供应压力仍存。消费端整体保持稳定，暂无进一步走
强的趋势。因此基本面短期难以提供更多的反弹动能。技术面上价格又触及前期压力位，建议轻仓试空。
铅：铅价小幅回升之后，市场采购意愿有所减弱，现货市场交投一般。而基本面再生铅生产企业的利
润略有恢复，供应压力略有回升。消费仍然偏弱，下游按需采购为主，库存仍处于累库状态，压制铅价反
弹空间。
沪锌 2012 合约运行区间 20000-20500 元/吨附近，建议逢高沽空为主。沪铅 2012 合约运行区间
14300-14700 元/吨附近，建议前空暂持。
（江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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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铁矿石期货
钢材方面：前一日期货盘面强势增仓拉涨创出新高，增仓达到 5.2 万手。现货市场，价格略有分化，
华东地区大涨 50 元以上，其他地区小涨，整体成交较好，成交量达到 25.3 万吨。目前地产赶工强度依然
很高，全国社会库存大幅下降，库存压力明显减轻。随着价格的大幅上涨，钢厂利润继续走扩，利润创出
年内新高，钢厂供给端稳定。当前阶段螺纹钢整体供需基本面并无明显压力，短期价格仍将保持强势。但
是，北方地区雨雪开始增多，施工逐步进入淡季，而华东、华南施工情况尚未受天气影响，螺纹钢需求维
持在高位，但需求维持时间不确定性比较大。现货价格目前在高位，现货商以出货为主。
矿石方面：前一日铁矿石现货成交较好，多数港口价格小幅探涨。数据方面：10 月份铁矿石进口量
10674，同比增长 14.9%，进口连续数月超 1 亿吨。1-10 月铁矿石进口量 97520.4 万吨，同比增 11.2%。10
月生铁产量 7617 万吨，同比增 9.4%；1-10 月生铁产量 74170 万吨，同比增 4.3%。本周最新到港数据：45
港到港量 2433.8 万吨，环比增加 51.5 万吨；北方六港到港总量 1117.9 万吨，环比减少 178.8 万吨；26
港到港总量 2338.2 万吨，环比增加 72.4 万吨；到港有所恢复但增量有限。此外，从近期钢厂烧结矿库存
来看，钢厂烧结矿库存有所增加，或与钢厂环保调整配矿结构有关。结合最近两周铁矿石到港量以及前期
发货情况来看，铁矿石港口库存快速累库或告一段落，但库存也难以出现大幅下跌。目前铁矿石价格高位
盘整，基差大幅走低，但仍属同期偏高水平，在现货价格转跌前，盘面价格受到保护。
策略：钢材贸易商可分批卖出套保或逢高出货为主。
（江露）

动力煤期货
陕西榆林及内蒙地区产销情况良好，有部分小型煤矿因环保、安全检查及煤管票短缺等因素停产。港
口煤炭调入有所回升，但是港口库存依然偏低。电厂库存处于偏高位置，日耗维持季节性的中低水平，目
前工业用电方面处于生产高峰期，且冷冬预期下需求仍向好。但是盘面价格进入红线区域后，面临政策性
调控的风险加大，因此维持逢高沽空思路。
操作：郑煤 2101 合约持中性偏空观点，建议背靠 610 元/吨一线逢高轻仓沽空，参考以 5 元/吨回撤
为动态止损策略。
（赵永均）

鸡蛋期货
现货市场
现货市场稳定为主，总体依然没有起色，今日北京主流价格在 146~140 元/44 斤的水平，稳定，大洋
路到车 6 台。鲁西、河北等地稳中偏弱，价格多在 3.15 元/斤左右；河南主流在 3.4 元/斤左右，稳定。
现货市场表现一般，贸易商谨慎周转，销区走货平平，中间库存偏高，距离下一消费季尚有一定距离。价
格预期稳中偏弱。
供需情况
预估 11 月在产蛋鸡存栏数量环比微降。总体在产蛋鸡存栏数量仍处于相对高位。由于饲料价格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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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上升，鸡蛋整体盈亏平衡点提升，产能的去化需要在养殖利润下滑的状态下，通过农户的主动淘汰完成。
当前淘鸡鸡龄在 480 天左右，肉鸡价格有所好转，利于淘鸡环境好转，但在春节涨价预期之下，恐出现 12
月季节性集中淘汰的情况。短期供需出现剧烈变化的可能性较小，需要需求的新一轮启动带动蛋价的波动，
但新的消费刺激端实现较难体现。育雏补栏受制于农户谨慎态度，持续的低补栏有望在明年年中形成存栏
的偏低窗口。
期货策略
市场挤压盘面升水，春节合约需要现货走强支撑，但无奈暂无时空环境。长期保持震荡看待，短期有
望随现货筑底。交易上可尝试 12-01 合约价差做扩。
（魏鑫）

油脂类期货
追随马盘尾盘跌势，隔夜油脂小幅回调，但整体偏强走势并未改变。在上涨至多年高位后，缺乏更多
利好刺激，部分油脂多头止盈意愿增加，令盘面略显减仓回落。然而，当前油脂市场交易仍以油脂收储+
美豆紧平衡+马棕低库存为主线，宏观背景则是充裕流动性及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尚不能称已交易完全。
豆油收储正在推进，豆油在超高大豆压榨下延续降库，菜油入储也时而进入市场关注；马棕 10 月底库存
降至 157 万吨低位，按当前产量及出口节奏推算延续降库概率较大，超低库存及充裕流动性赋予其价格一
定想象空间；新季美豆 4.2%的低库消比，对应当前的价格运行中枢偏低，且结转库存随出口、压榨调整仍
有下调空间，南美天气尚存炒作余地，亦令其盘面延续强势。在油脂上涨逻辑未被动摇、上涨趋势没有发
生明显变化前，维持中期看多思路不变，前期油脂多单可继续持有。（石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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