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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

1701 合约逢低买入偏多交易，1701 合约震荡区
间 2400-2500 点。

区间震荡

★★

天胶

我们建议天胶以短期操作为主，操作仍需警惕
经济政策影响。以宽幅震荡行情应对，投资者
逢低少量买入，勿盲目追多。轻仓短单，见高
及时获利。
1609 近期参考区间：11400-12100

高位震荡

★★

中线观望，短线灵活。

震荡偏强

★★

煤焦炭

推荐

注：推荐级别分为★-----★★★★★五个级别,5★推荐强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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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前随时注意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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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财富，成就梦想

焦点关注：
焦点关注：
国际，在本周公布的 3 月议息会议纪要上,美联储承认海外经济放缓以及市场早期动荡
风险,从而决定 3 月继续保持按兵不动，同时,还降调了经济增长预期。联储加息依据由数
据引导，变为更多的考虑全球经济风险。而 4 月 8 日，美联储四任主席齐聚一堂，首先对美
国经济取得重大改善，以令人满意地方式取得进展进行肯定。耶伦称，考虑到美国经济目前
已经取得的以及将来可能继续取得的进步，美联储认为逐步加息将是适当的，并强调美联储
要循序渐进地加息。自 3 月会议结束后，多位美联储官员接连发出“鹰派”言论，但美联
储主席耶伦却相反地发出“鸽”声，显示美联储在加息时点选择上仍保持谨慎。
从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延续良好的复苏势头。美国 3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轻微
上修，由 2 月 51.3，回升至 51.5，符合市场预期；3 月 ISM 制造业 PM)为 51.8，显示
制造业自 2015 年 8 月来首次增长，并高于预期的 50.7。数据显示，3 月份新订单增速加
快；就业维持增长，制造复苏势头有所转好。
德勤全球与联合美国竞争力委员会 6 日在上海公布《2016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
告，该份报告指出，预计未来 5 年内美国有望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大
国，届时中国将屈居第二。
就业市场来看，美国 3 月非农就业人口为增加 21.5 万人，略好于预期的 20.5 万人，
但失业率为 5.0%，高于预期的 4.9%。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3 月平均每小时工资月率上
涨 0.3%，预期增长 0.2%，前值下跌 0.1% 。美国 3 月劳动力参与率 63%，较早前 62.4%
的近 40 年新低有明显上升，预期 62.9%。
整体来看，美国制造业复苏势头有所好转，劳动力市场仍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亮点，保
持良好势头。美联储加息依据由数据引导，变为更多的考虑全球经济风险，对加息时点的选
择保持谨慎态度。但后期，联储加息时点仍是市场关注焦点。
国内，继穆迪之后，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中国主权评级的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受此
影响中国国债价格走高，收益率下降。标普还警告说，如果中国依然试图使用信用扩张的手
段来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 6.5%以上，那么它有可能还会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
中国银行在对外发布的报告中预计，中国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料为 6.6%，二季度将回
升至 6.7%。并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总体保持稳定，年底时继续持稳于 6.5 水平左右，
并建议央行二季度降准但不降息。
下周，中国将迎来“数据周”，多项重要经济数据将相继公布，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季
度 GDP 数据、中国 3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国 3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中国 3 月货币供
应量、进出口、工业增加值等数据，预计经济数据的出台将增大市场波动。
总体而言，国内经济转型仍在继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供给
测改革的五大任务，市场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增长及未来需求，国内“稳增长”仍需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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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
品种
豆粕

策略建议
策略建议
1701 合约逢低买入偏多交易，1701 合约震荡区间
2400-2500 点。

近期关注重点

近期影响
因素分析

总体评价

方
区间震荡

推荐
★★

1、美豆销售情况；
2、南美大豆收获上市进度；
3、中国大豆进口和国内港口大豆库存情况；
4、油厂生产压榨情况；
5、养殖业存栏和补栏状况；
6、宏观面因素

利多因素

1、美豆期价处于历史低位，有利于低位需求的增加；
2、生猪养殖盈利，有利于提高养猪户补栏积极性；
3、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公布的种植意向报告较
预期利多；
4、宏观面美联储 3 月会议决议偏鸽派，美元走软，
大宗商品普遍上涨。

利空因素

1、2016年3月美国农业部报告预计南美丰产，市场供
应继续宽松。
2、国内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短期饲料养殖需求继
续疲软。
3、国内港口库存维持高位，供应较充裕；
4、南美天气良好，收获步伐加快，上市压力加大。

本周CBOT大豆高位震荡,美元走软，原油等大宗商品普遍走高支持大豆价
格，3月底美国农业部作物种植意向报告和季度库存报告较预期利多。本周大
连豆粕低位震荡，因油厂豆粕库存充裕继续压低现货价格，油厂在期货盘面套
保压力增加。但美豆上涨导致大豆进口成本继续上涨，限制豆粕下跌空间。
3月31日美国农业部发布了市场密切关注的播种意向调查数据以及季度库
存数据。报告显示美国农户计划在2016年播种8223.6万英亩大豆，这将是历史
第三高点，但是低于去年的8265万英亩，也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测的8305.7万英
亩。
美国农业部同日发布的季度库存报告显示，3月1日美国大豆库存为15.31
亿蒲式耳，高于去年同期的13.27亿蒲式耳，但是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的15.56亿
蒲式耳。
国内方面，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月份大豆进口451万吨，环比减
20.3%，同比增5.9%。2016年1-2月份中国大豆累计进口总量1017万吨，同比减
8.7%，累计进口金额为39.06亿美元，同比减26.3%。预计3月份进口大豆550万
吨，4月份进口量增至750万吨。
国内港口大豆库存维持高位，截至 2016 年 4 月 7 日，国内港口大豆库存
为 670 万吨,前一周为 671 万吨。上周油厂开机率继续维持低位，截至 4 月 1
日当周，油厂开机率为 43.3%，前一周为 47%,因国内油厂进口大豆压榨利润下
降，江苏及山东地区油厂压榨利润为 0-9 元/吨，广东油厂压榨利润亏损 28 元
/吨。油厂豆粕库存开始下降，截至 2016 年 4 月 3 日当周，
油厂库存上升至 65.77
万吨，前一周为 77.87 万吨。

规划财富，成就梦想
目前中国饲料养殖需求总体稳定，短期仍显疲弱。从生猪市场来看，猪价
继续上涨，生猪养殖利润继续增长。生猪存栏量继续下降，春节期间出栏增加，
根据农业部公布的4000个监测点生猪存栏信息，2015年2月份全国生猪存栏为
36671万头，环比下降1.8%，同比下降5.9%；能繁母猪存栏为3760万头，环比
下降0.6%，同比下降8.5%，连续30个月下降。
目前美豆销售进度继续落后于去年同期水平，巴西大豆收割步伐加快，阿
根廷大豆开始早期收获，后期南美大豆将集中上市，这将限制豆类反弹高度。
总体来看，豆类价格或已见底，但短期价格仍将受到高库存的压制，预计价格
仍以区间震荡为主，由于种植意向报告调低了2016年美豆种植面积，后期新作
合约将逐步走强，并有望在播种期建立天气升水，操作上建议逢低少量买入
1701合约，短线低吸高平，滚动操作为主，不追涨杀跌。
道通期货研究员：
道通期货研究员：李金元

天胶
品种

天胶

策略建议
我们建议天胶以短期操作为主，操作仍需警惕经济
政策影响。以宽幅震荡行情应对，投资者逢低少量
买入，勿盲目追多。轻仓短单，见高及时获利。
1609 近期参考区间：11400-12100
近期关注重点

近期影响
因素分析

总体评价

方向

高位震荡

推荐

★★

美联储利率倾向，原油价格

利多因素

1, 泰国缅甸的收胶和限售政策
2， 国内货币宽松
3.美联储尚未加息

利空因素

1, 现货成交不足，下游需求不利
2，美国轮胎双反
3， 国内经济数据疲软

现货 14 年全乳 10700-10800 元/吨，现货价格略有回升，随下游轮胎重卡销售
有所好转，但原料成交依旧疲软。
政策性影响对天胶价格最为明, 由于宏观政策风险难以把握，我们建议天胶以
短期操作为主，操作仍需警惕经济政策影响。以宽幅震荡行情应对，投资者逢
低少量买入，勿盲目追多。轻仓短单，见高及时获利。
美联储加息计划表是市场关注焦点，投资者注意关注。
1609 近期参考区间：11400-12100
道通期货研究员：
道通期货研究员：李洪洋

动煤、
动煤、焦煤和焦炭
焦煤和焦炭
品种

策略建议

方向

推荐

中线观望，短线灵活。

震荡偏强

★★

近期关注重点

中国经济数据

近期
影响

利多因素

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预期

规划财富，成就梦想

因素

利空因素

需求季节性淡季

分析

总体
评价

动力煤：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小幅上升，但发电厂和港口库存大幅下降，
动力煤短期需求尚好。截止 4 月 8 日，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 57.3 万吨/日，
上升 3.3 万吨/日，库存 1140.6 万吨，下降 36.5 万吨；秦皇岛港库存 422.34 万
吨，下降 34.96 万吨。
炼焦煤：焦企开工率总体持稳，但是样本钢厂库存继续下降，炼焦煤短期需
求尚好。截止 4 月 8 日，产能<100 万吨焦化企业开工率 78%，上升 2 个百分点；
100<产能<200 万吨焦化企业开工率 73%，上升 2 个百分点；产能>200 万吨焦化企
业开工率 77%，持平；截止 4 月 1 日，样本钢厂及独立焦化厂库存 782.1 万吨，
下降 0.8 万吨。
焦炭：高炉开工率持稳，港口焦炭库存小幅下降，国内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
下降，焦炭短期需求尚好。截止 4 月 8 日，全国高炉开工率 77.49%，持平；截止
4 月 1 日，国内大中型钢厂焦炭平均库存可用天数 9 天，上升 1 天；天津港 119
万吨，下降 6.5 万吨；截止 4 月 8 日，国内独立焦化厂 4.65 万吨，下降 0.03 万
吨。
现货市场：黑色产业链原料价格稳中走弱，但中间产品价格和产成品价格维
持上涨态势。截止 4 月 8 日，普氏铁矿石指数（62%PB 粉，CFR）53.6 美元/吨，
下跌 1.5 美元/吨；秦皇岛港山西产动力末煤(Q5500)平仓价报 383 元/吨，上涨 1
元/吨；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含税)报 670 元/吨，持平；京唐港澳大利亚
产主焦煤库提价报 680 元/吨，持平；华东地区煤焦油主流价报 1460 元/吨，上
涨 20 元/吨；天津港准一级冶金焦平仓价(含税) 报 790 元/吨，持平；唐山 Q235
方坯价格报 2080 元/吨，上涨 70 元/吨；上海螺纹钢 HRB400 20mm 价格报 2370
元/吨，上涨 20 元/吨。
煤炭运输: 国际运价持稳，国内运价上涨。截止 4 月 8 日，CBCFI 煤炭:综合
指数海运费 410.72 点，下跌 5.92 点；截止 4 月 7 日，澳大利亚(纽卡斯尔)-青
岛(海峡型)4.5 美元/吨，持平。
综合分析：目前，动力煤、焦煤和焦炭期价走势特别是 9 月合约技术上维持
强势，同时 9 月合约人基差仍在修复过程之中并未产生较大偏离。在供过于求大
背景下中线等待抛空机会，看 4 月中旬以后 9 月合约基差能否修复，甚至形成负
基差，这样将会有较好的抛空机会，短线灵活操作。
道通期货研究员：
道通期货研究员：甘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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