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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简报：动力电池景气高涨 钴市供需再度紧张】东方财富网每日及时汇总全国各
省市经济信息，以飨读者。今日看点：动力电池景气高涨，钴市供需再度紧张；武汉2017年
GDP1.34万亿元，今年争取获批国家级长江新区；福建自贸试验区2017年新增企业18202户，
资本逾4500亿元；晋江陆地港贸易额连续六年大涨，成全国第二大国际陆港；华东地区水泥
价格将迎来第一轮正式回落。



【2017年物价“心电图” 12月PPI-CPI剪刀差收窄】国家统计局1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12月CPI同比上涨1.8%，相比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PPI同比上涨4.9%，回落0.9个百
分点。在此情况下，PPI-CPI剪刀差明显收窄，这将有利于成本上涨向下游行业转嫁，也有
助于中下游行业的盈利改善。



【央行重启逆回购：接下来是填谷时刻 MLF大概率续作】在连停12个工作日之后，1月10日，
央行重启公开市场操作，当日开展1200亿元逆回购交易，等量对冲到期量。市场人士指出，
随着流动性重归中性，“削峰”操作也告一段落。结合后续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及税期等因
素判断，预计中旬央行将加大操作力度，公开市场操作将转为“填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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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期货市场分析
 股指期货：
1 月 10 日，股指期货市场各品种的主力合约涨跌互现。IF 主力合约 IF1801 收于 4212.2 点，
涨 0.54%；IH 主力合约 IH1801 收于 3000.4 点，涨 0.90%；IC 主力合约 IC1801 收于 6406.6 点，
跌 0.26%。
股票现货市场方面，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沪深 300 指数、上证 50 指数、中证 500 指数和
创业板综指分别涨 0.23%、跌 0.09%、涨 0.44%、涨 0.88%、跌 0.62%和跌 0.53%。
二、

当日要闻：

1 月 10 日，央行公告称，开展 1200 亿元逆回购（7 天 600 亿元、14 天 600 亿元）。考虑到
当日有 12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实际零投放零回笼。
1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相关统计数据，2017 年 1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
比上涨 1.8%；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 4.9%。
三、

分析与展望：

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良好。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 2018 年中国经济增
长和物价稳定的发展前景的信心。
加上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场外资金入场态度相对积极，导致市场出现连续上涨（虽上涨幅
度已经明显收窄）。
不过，总体上来说，市场对未来中国国内宏观基本面和企业业绩基本面的预期相对一致。短
期内也不太可能新增明显超预期的重大利好。所以，未来随着市场的进一步上涨，上涨空间将逐
步缩小。进而仍将转为以区间震荡为主。
中长期来看，总体上来说，市场将继续保持震荡、逐步上升的慢牛趋势。
建议投资者采取市场中性的阿尔法投资理念，买入、持有业绩增长预期良好、估值水平相对
合理的各类优质个股，空沪深 300 指数，获取稳健的超额、绝对收益。
 国债期货：
五年期主力合约 TF1803 收于 96.20，跌 0.21%；十年期主力合约 T1803 收于 92.34，跌 0.35%。
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7 年 12 月 PPI 同比增 4.9%，前值 5.8%；CPI 同比增 1.8%，前值 1.7%。
2017 年全年 CPI 同比增 1.6%，前值增 2%；PPI 同比增 6.3%，结束了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 年的
下降态势，前值降 1.4%。央行公告称，2018 年 1 月 10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200 亿元逆回
购操作，其中 600 亿 7 天、600 亿 14 天。当日 1200 亿逆回购到期，完全对冲到期量。周四将有
300 亿逆回购到期。在央行对流动性总量的表述由较高水平变成适中水平后，央行周三以利率招
标方式重启逆回购操作，完全对冲到期量。资金面延续收敛态势 Shibor 多数上涨，现券收益率
全面飘红，且在期债收盘后继续走高。通胀数据方面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整体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全年 CPI 前低后高、PPI 结束了此前持续五年的下降趋势。此外海外因素也对市场情绪施压，全
球风险偏好上升，德法等国国债收益率创近月新高。综合来看，短期资金面变化可能将成为左右
市场情绪的主因宜密切关注，仅供参考。

商品期货市场分析
 贵金属
黄金周三（1 月 10 日）宽幅震荡，盘中最高上探至 1327.10 美元/盎司，金价触及 3 个半月
高位，但临近纽约交易时段涨势有所回落。由于市场猜测日本央行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缩减大
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美元兑日元汇率跌至 1 个半月以来的低点。市场投资者目前关注的焦点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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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寻找美联储可能加息的线索。黄金目前上涨的动能减弱，受获利回吐
的压力有小幅回落的可能性，可以在 1300 附近择机做多。
 黑色板块
螺纹钢: 工信部重申严禁新增产能"地条钢"等六类产能不得置换.现货市场,昨日终端需求
清淡,价格跌幅收窄.基本面来看,高炉开工率周环比上升,贸易商周度库存环比上升明显,预计
1-2 月期间整体贸易商库存处于上升期.钢价会出现一定幅度回调.临近交割日,1805 合约将变为
主力合约,价格有所支撑。
铁矿石：普氏跌 0.3 至 78.5，唐山普方坯涨 10 至 3580，港口外矿保持坚挺，个别港口品种
涨 5 元，下游钢价涨跌不一。样本钢厂高炉产能利用率继续回升，进一步印证显示下游钢厂限产
措施已经到位，矿石需求或逐步见底。港口高品位矿仍相对偏紧，且一季度矿石供应将有所收缩，
矿价支撑将逐步增强。近期期货价格受钢材现货疲弱而震荡调整，但鉴于后市矿市供需状况，矿
价或继续保持相对强势。
 有色金属
LME 铜收涨 40 美元，涨幅 0.57%，LME 铝收涨 30 美元，涨幅 1.41%，LME 锌收涨 14 美元，
涨幅 0.43%。据报道，铜陵有色旗下金冠铜业因系统故障本周五开始停产，预计停产 3 天。甘肃
2018 年将对电解铝、锌冶炼等八个高耗能行业调整执行差别电价，据了解目前多数铝冶炼是自
备电，其影响有待观察。北方降雪，锌锭运输受到影响，下游年底消费需求减弱，现货仍维持平
水。罢工、运营问题对产出的影响持续，环保治理趋严，金属远期供应下降，长期看涨。短期美
元冲高回落，金属价格震荡，鉴于前期累计涨幅偏大，建议多单逐步减持。
 能源化工
PTA：宁波石化 120 万吨/年设备昨日重启，但重启不顺，出料推迟。华彬石化预计昨日出料，
供应逐渐增长。昨日日间聚酯产业链下游聚酯价格上涨，乙二醇开工率继续增长，而聚酯开工小
幅下滑，其余变化不大。目前原油高位，对 PTA 市场尚存支撑。后期随着供应逐渐宽松，下游需
求走弱，PTA 供需转弱依然在预期。短时间内暂时变化不大。夜盘美原油依然坚挺持续上行，对
今日 PTA 市场预计有提振作用。继续关注宁波石化和华彬的复产情况。
甲醇：由于天气原因，局部运费继续增加，现货市场持续区域化价格走势。长江口依然封航，
预计华东港口到货继续延迟，但华南地区或有集中到货，本周港口库存或有所回暖。近期天然气
价格下跌幅度较大，川渝气头企业暂时依然停工状态，但随着天然气价格趋于理性，需关注其恢
复情况。今日下游多数品种价格上涨，需求端走势较好。目前原油价格高位，烯烃价格跟涨，略
缓解了甲醇高位价格压力，但开工及市场情绪不高。短时间看基本面尚可，或持续偏弱震荡。后
期需关注运费及港口情况可能的影响。
 软商品
白糖：国内最大主产区广西兑付蔗农蔗款，大幅调低现货价格刺激买需，通过低价换量来回
笼资金，以至于现货价格走弱。广西公布的 12 月产销数据显示，产销均较支年同期下降，表现
供需两淡格局。近期广西等南方蔗区遭遇持续降雨和低温，对于压榨进度带来不利影响。目前郑
糖主力合约跌破广西成本价运行，在前低附近 5800 元/吨一线暂受支撑，不排除春节备货和天气
题材炒作带来的反弹。观点供参考。
 豆类油脂
豆粕：昨日大连盘豆粕价格小幅下跌， 市场猜测美国农业部 1 月供需报告将上调美豆期末
库存和巴西大豆产量数据，美豆承压下跌，国内短时间内豆粕基本面压力尚难缓解，令国内豆粕
价格承压下跌。但油厂合同量较大，及市场对下半月饲料企业节前备货仍有期待，油厂挺粕，短
线豆粕也暂难有大的下跌，仍将跟盘以震荡偏弱运行为主。
豆油：豆油价格温和走高，春节前的包装油备货旺季还在持续，国内豆油低位成交良好，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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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豆粕胀库影响，油厂开机率下降，进而使得豆油最新库存也降至 160 万吨附近，较前期 168
万多吨的历史高位降了 8 万吨左右，增添市场乐观情绪，共同带动国内油脂现货重新弹高。预计
节前备货结束前豆油整体将保持震荡上行模式，中间或将面临频繁调整。
（更多研究报告可通过公司官网 www.bocifco.com 获取，或者联系我们）
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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