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度观点精要                                   

 

Mx7252 周度观点精要 

兴证期货·研发产品系列  

 周度观点精要 
2021 年 1 月 4 日 星期一 

目录 

【金融期货】 ............................................................................................ 2 

股指期货：市场短期走势偏强 ................................................................ 2 

【商品期货热点品种评析】 .................................................................... 4 

铜：市场情绪不稳，铜价弱势回调 ........................................................ 4 

原油：基本面持稳，油价延续震荡概率较偏大  ................................... 5 

PTA 及 EG：中科临停及港口封航，EG 表现强势 ............................... 6 

PP 及 L：需求侧偏弱 节后或小幅累库 ................................................. 7 

甲醇：暂以观望为宜 ................................................................................ 8 

豆油：震荡偏强 ........................................................................................ 9 

棕榈油：震荡偏强 .................................................................................... 9 

豆粕：震荡偏强 ...................................................................................... 10 

白糖：糖价震荡 ...................................................................................... 11 

纸浆：高位盘整 ...................................................................................... 12 

【期权】 .................................................................................................. 13 

50ETF 期权：认沽隐波走高 .................................................................. 13 

 

上周所指的时间段：2020 年 12 月 29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周度观点精要 



周度观点精要                                   

 

【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市场短期走势偏强 

韩倞 

行情回顾： 

上周上证指数收于 3473.07，周涨 2.25%，深证成指收于 14470.68，周涨

3.24%，创业板指收于 2966.26，周涨 2.16%。行业板块方面，食品饮料和休闲

服务领涨，钢铁和采掘领跌。 

三大指数方面，沪深 300 指数周涨 3.36%，最终收于 5211.29 点；上证 50

指数周涨 3.65%，最终收于 3640.64 点；中证 500 指数周涨 1.41%，最终收于

6367.11 点。 

股指期货方面，IF2101、IH2101 和 IC2101 周度走势分别为 3.65%、3.63%

和 1.35%。上周 IF、IH、IC 周度日均成交分别为 107277 手、43722 手、101130

手；周度日均持仓分别为 190822 手、72777 手、228668 手。 

后市展望： 

上周 A 股上涨，上证 50 和沪深 300 指数均创下 2020 年的新高，股指期

货方面走势集体偏强，IF 和 IH 主力合约相对现货指数保持升水。 

海外方面，上周美股三大指数周度收涨，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均创收盘新

高。虽然海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但在特朗普签署刺激法案的影响下，美股走

势依然偏强。海外市场的强势对国内市场风险偏好继续产生积极影响，同样对

于外资的流入起到促进作用。 

国内方面，我国经济仍在持续复苏之中。上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四季度

例会召开，继续强调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

复必要支持力度，总的来看短期货币政策相对稳定。此外上周退市新规得到完

善，并且人社部提高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上限 10 个百分点至 40%，政策层面

的支持有利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和吸引长线资金的入市。 

北向资金方面，上周陆股通资金净流入 135.82 亿，连续第九周净流入，其

中沪股通净流入 27.26 亿元，深股通净流入 108.56 亿元。上周美元指数再创年

内新低，人民币继续走强。目前人民币汇率仍处于升值趋势中，A 股市场的相

对配置价值较高，我们预计外资持续流入的趋势不变，并且在中美冲突暂时缓

和的情况下，资金短期或有加速流入的情况。 

整体来看，近期市场基本面较为平稳，我国经济保持较快恢复速度，短期

货币政策也无大幅收紧的风险。一月份将进入年报业绩披露的时期，我们预计

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改善，一季度 A 股企业盈利将保持较快增速。而海外市场

的强势和外资的持续流入也继续对市场产生支撑作用。短期指数在创下新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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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乐观情绪有望推动市场保持上行趋势，我们建议投资者前多持有仅供参

考。 

策略建议： 

前多持有。 

风险提示： 

外部风险升温、政策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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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货热点品种评析】 

铜： 市场情绪不稳，铜价弱势回调 

孙二春 

行情回顾 

 上周沪铜主力合约 CU2102 弱势调整，收于 57750 元/吨，周跌幅

1.38%。 

后市展望 

供应端，铜加工费 TC 周环比下滑 0.09 美元/吨，至 49.25 美元/吨，2021 年

铜矿长单加工费确定为 59.5 美元/吨，环比 2020 年下滑 2.5 美元/吨，显示市场

对 2021 年铜矿相对短缺的预期逐步认同。根据我们年报预计，由于疫情恢复节奏

及新增产能在下半年释放，2021 年上半年铜矿大概率会延续相对短缺状态，供应

端对铜价支撑的逻辑短期难改变。 

需求端，国内经济继续好转，铜下游家电、汽车及出口相关行业表现亮眼，铜

消费整体稳定。 

欧美国家经济延续复苏，欧元区 12 月制造业 PMI 上升至 PMI55.5，其中德国

12 月制造业 PMI 恢复至 58.6。全球主要出口国家出口增速持续回升，其中中国

11 月出口增速高达 21,1%，韩国 12 月出口增速回升至 12.6%，显示海外经济仍

处于复苏进程中，支撑国内铜终端产品出口消费。 

情绪层面，海外疫情恶化，美国、英国元旦期间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再创新高，

抑制基本金属金融属性，铜价波动加大。 

库存方面，国内铜社会库存周环比微幅增加 0.03 万吨，至 19.39 万吨。 

综上，短期海外疫情恶化引发市场情绪偏悲观，抑制基本金属金融属性，铜价

弱势回调。基本面角度，供应端铜矿相对紧缺预期对铜价支撑逻辑延续，需求端国

内经济持续好转，海外制造业延续复苏，铜消费整体稳定。我们认为，铜价短期调

整幅度有限，中长期大概率趋势上行。仅供参考。 

策略建议： 

轻仓持有多单。 

风险提示： 

疫情发展不稳定；中美关系不确定；实体经济超预期下滑。 

 

 



周度观点精要                                   

 

原油： 基本面持稳，油价延续震荡概率较偏大  

孙振宇 

行情回顾 

上周 WTI 收于 48.42 美元/桶，上涨 0.12 美元或 0.25%；布伦特收于

51.72 美元/桶，上涨 0.35 美元或 0.68%；SC 收于 301.7 元/桶，下跌 7.9 元

或 2.55%。 

后市展望 

供应端：美国方面，12 月 25 日当周产量 1100 万桶/天，环比保持不

变，同比减少 14.73%；12 月 31 日当周，美国石油钻井数量环比增加 3 口至

267 口，油气总钻井数量增加 3 口至 351 口。OPEC 方面，多数产油国减产

执行率保持较好，截至目前，并未有主要产油国透露出希望在 1 月 4 日会议

中提议 OPEC+于 2 月份开始增产的意愿。 

需求端：长期经济复苏趋势不变，需求前景持续改善。短期来看，欧洲

方面，英国下议院、上议院正式通过脱欧协议，且其疫情大规模扩散可能性

不断走低，均提振市场情绪。美国方面，经济刺激法案达成的乐观预期仍在

延续，就业延续小幅改善状态，12 月 26 日当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 78.7

万，预期 83.5 万，前值上修 0.3 万至 80.6 万；12 月 19 日当周，续请失业金

人数 521.9 万，预期 539 万，前值下修 1.5 万至 532.2 万；成品油消费方

面，12 月 25 日当周，美国汽油、燃料油库存分别减少 119.2 万桶、122.6 万

桶，精炼油、航煤库存分别增加 309.5 万桶、35.7 万桶。 

综上，油价短期延续高位震荡概率偏大，重点关注 OPEC 会议动态及全

球疫情发展。 

策略建议 

观望。 

风险提示 

中美关系恶化；OPEC 增产；疫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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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及 EG： 中科临停及港口封航，EG 表现强势 

刘倡 

行情回顾 

周内原油震荡，TA 震荡，EG 上涨明显。 

需求方面，终端出货维持，负荷小幅下降。聚酯负荷至 89%（±0%），

周内涤丝产销整体平淡，聚酯库存小幅上升。 

能投检修，BP 重启，PTA 负荷维持至 85%（±0%）；中科炼化临时停

车，EG 负荷降至 55%（-3%），煤制负荷至 43%（-5%）。TA 库存延续积

累；EG 港口库存继续下降。TA 加工差小幅走弱至 500 元/吨偏上水平；EG

各路线现金流回暖。 

后市展望 

成本端近期消息不多，原油持续窄幅震荡，没有利空因素，继续支撑

TA&EG。终端需求依旧呈季节性走弱，聚酯负荷企稳，TA&EG 需求端利空

暂不明显。 

TA 供应变化不明显，能投预计本周恢复，百宏暂未投产，其它检修装置

暂无，库存维持增长趋势。 

EG 周内受中科炼化临时停车影响，供应明显缩减，叠加港口受天气影

响，封航时间较长，进口增加不多，短期港口库存有加速去化趋势，供需继

续维持较好格局。 

策略建议 

目前 TA 仍主要随大宗商品市场和原油波动，其中 EG 因装置临停和港口

封航，显性库存持续去化，价格继续偏强表现，但随后即面临偏淡季，且中

长期仍过剩，持续上涨存疑。短期建议继续观望。 

风险提示 

原油继续走高；新产能进度不及预期；EG 到港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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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 暂以观望为宜 

林玲 

行情回顾 

上周郑醇主力合约 MA2105 震荡小幅回落，开盘 2450，收盘 2397，最

高 2472，最低 2315，涨跌幅-2.48%。现货方面，上周内地甲醇市场震荡下

移，沿海甲醇市场重心回落。 

后市展望 

从基本面来看，近期国内甲醇开工率小幅回升，上周全国甲醇开工率 71%

（2%），西北甲醇开工率 83%（2%），上周西北地区部分甲醇装置恢复运行，

加之江苏、安徽部分装置重启，导致全国甲醇开工负荷上涨。取暖季内地装置

降负荷不明显，内地价格回落。港口方面，上周卓创沿海库存 116.76 万吨（4.4

万吨），继续累库，1 月 1 日到 1 月 17 日沿海地区预计到港在 54 万吨，符合

前期外盘检修进口减少预期。装置方面，目前主要是伊朗的 165 万吨和 230 万

吨装置检修，其他装置开工大约 5 成，较前期变化不大。需求方面，传统需求

稳定，MTO 开工率稳定在 81%（1%），上周多数 CTO/MTO 装置运行稳定，

近期关注鲁西 MTO 重启进展。近期甲醇基本面来说，缺乏新的利多刺激，加

之宏观面不稳定，预计盘面转入震荡。 

策略建议 

暂以观望为主。 

风险提示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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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及 L： 需求侧偏弱 节后或小幅累库 

赵奕 

行情回顾 

周内聚烯烃先抑后扬，PP 周跌 0.64%，L 周涨 0.72%，盘面略有减仓，

持仓量稳定。供应面，PP 开工率小跌至 91.03%，PE 开工率小涨至

96.80%，PP 短修装置较多，PE 开工稳定。需求面，虽然环保、限电问题已

基本解决，但临近新年，需求侧订单量不及往年、期价偏空影响业者心态，

下游厂商生产积极性略低。 

后市展望 

展望：聚烯烃当前供需两侧均无突破动力，预计元旦假期后将有小幅累库，

短期期价或有所回调；中长期来看，供应端增速或高于需求端增速，1 月后或

可考虑沽空，建议投资者关注阶段性机会； 

供应：聚烯烃国内存量装置生产稳定，12 月新增装置多投入生产，但后续

增产消息未至，国内供应以稳为主；进口方面 12-1 月外盘报价随略有下调，

但期价下行拖累美金市场，部分外商选择封盘观望，整体成交清淡。从上中游

库存来看，周五两油库存在 58 万吨，较上周跌 2.5 万吨，预计元旦节后将有

小幅累库，拖累期货市场； 

需求：PP 主流下游开工率有所回升，涨幅在 1%-5%，环保及限电影响解

除，但需求订单量略有不足，节前未见备货需求，仅刚需采购为主；PE 主流开

工率涨跌不一，在 49%-59%区间，农膜、HDPE 加工厂商需求不温不火，包装

业需求上行 1%，电商促销仍为当前 PE 托底需求，其余厂家对原材料关注度较

低，整体需求难成支撑。 

策略建议： 

或有小幅回调，重点关注库存变化及原油走势。 

风险提示： 

新装置提前上场；库存大幅累积；天气影响及宏观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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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震荡偏强 

李国强 

行情回顾 

上周观点，豆油震荡偏强。 

后市展望 

本周认为，豆油震荡偏强。 

美国农业部公布 12 月报告，维持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美国大豆的

压榨提高，期末库存调低，对大豆价格中性。原油价格高位震荡，但仍处于低

位，植物油工业需求预期不佳。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对市场需求影响相对

不大。油厂进口大豆库存出现增加，受环保政策影响，油厂开工率下滑。中国

进口美豆大豆数量维持高位，对外盘美豆价格利多。美豆季度库存数据显示，

季度库存大幅下滑，回到历史中高水平。南美天气偏干旱影响大豆生长，市场

预期远期产量下滑，对价格利多。国内大豆压榨利润走高，目前处于年末消费

旺季，预计油脂将维持震荡偏强行情。  

策略建议： 

豆油高位区间震荡偏强，暂观望。 

风险提示： 

豆油进口数量增加打压价格。 

 

棕榈油：震荡偏强 

李国强 

行情回顾 

上周观点：棕榈油震荡偏强。 

后市展望 

本周认为，棕榈油震荡偏强。 

棕榈油方面，马来西亚棕榈油局 12 月报显示，11 月棕榈油产量下滑，需

求大幅下滑，库存下滑低于市场预期，对价格影响偏中性。马来西亚劳动力缺

乏导致棕榈油的生产和产量出现大幅下降，供应下滑。东南亚棕榈油生产受到

抑制，可能导致供求更加紧张。1 月开始，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关税提高，对

价格利多。需求方面，印度、中国库存偏低将增加进口。印尼提高棕榈油出口

费用以弥补生柴厂商的亏损利多棕榈油需求，市场对未来需求预期增加，利多

棕榈油价格。国内棕榈油库存 58 万吨。国内棕榈油的进口数量同比下滑，未

来我国进口棕榈油将增加，给国内价格带来压力。棕榈油价格维持震荡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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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建议： 

棕榈油震荡偏强。 

风险提示： 

进口量大幅增加；资金炒作生柴热情结束造成大幅下跌。 

 

豆粕： 震荡偏强 

李国强 

行情回顾 

上周观点，震荡偏强。 

后市展望 

本周认为，天气炒作持续，豆粕震荡偏强。 

美国农业部公布 12 月报告，维持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美国大豆的

压榨提高，期末库存调低，对大豆价格中性。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走高，但仍处

于低位，植物油工业需求预期不佳。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对市场需求影响

相对不大。油厂进口大豆库存出现增加，受环保政策影响，油厂开工率下滑。

中国进口美豆大豆数量维持高位，对外盘美豆价格利多。美豆季度库存数据显

示，美豆季度库存大幅下滑，回到历史中高水平。南美天气偏干旱影响大豆生

长，市场预期远期产量下滑，对价格利多。近期国内豆粕库存偏高，供求宽松，

随着养殖行业逐步进入淡季，豆粕需求受到抑制。但受到南美天气造成减产预

期影响，豆粕价格震荡走高。 

策略建议： 

震荡偏强。 

风险提示： 

非瘟导致进口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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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糖价震荡 

黄维 

行情回顾 

上周郑糖震荡，美糖继续上涨。 

后市展望 

上周寒潮来袭，广西也受到了影响，不过最低气温在零度以上，预计对甘

蔗的影响不大。本周将有另一股寒潮来袭，天气预报显示广西的最低气温也在

零度以上，预计影响不大。 

从基本面看，基差依旧较低，从季节性看，春节前后基差维持弱势，盘面

能否继续反弹取决于现货销售能否持续放量。虽然目前处于春节备货行情，但

预计现货端难以持续走强。从供给看，预计新榨季产量变化不大，供给端缺乏

利多驱动。从持仓看，在反弹的过程中，持仓量没有显著增加。空头持仓量集

中，而多头依然较为谨慎。总的来说，长期看，预计糖价围绕成本宽幅震荡。

短期看，春节备货结束后进入淡季，现货价格有回落的需求，关注高抛低吸的

机会。 

策略建议： 

观望 

风险提示： 

极端天气，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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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高位盘整 

李国强 

行情回顾 

纸浆本周延续偏强震荡，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触及 5748 元/吨高点，实

收 5746 元/吨，周涨 174 元/吨或 3.12%；进口针叶浆现货方面，山东 5200-

5700（150/200），江浙沪 5300-5700（250/200）,广东 5300-5650

（200/0）；外盘方面，巴西小鸟和智利明星 1 月外盘分别提涨 6 美元/吨和

14 美元/吨。 

后市展望 

供应端：11 月纸浆进口同、环比均有增幅，后期到货环比或持续回升，具

体看，1-10 月阔叶浆进口增量较大，针叶浆则较往年持平；国内，阔叶浆、化

机浆及甘蔗浆开工情况变化不大，均周持平；竹浆开工率续涨 3%；浆市短期

看涨氛围较浓郁，预计整体开工情况以平稳整理为主。 

需求端：生活用纸上周稳中偏强，周内均价达 5433.85 元/吨，环比上涨

55 元/吨或+3.48%。进口纸浆价格高位运行，纸企成本面支撑有力；部分纸企

仍有涨价函发布，一定程度提振市场信心；此外，下游加工厂前期已有合理备

货，对部分高价消化趋缓，预计生活纸后市局部走高，个别高价续涨空间或有

限；铜版纸市场上周震荡上行，考虑到铜版纸市场集中度较高，多纸企发布涨

价函，对市场起到一定提振作用，预计下周行情偏强整理为主；双胶纸市场上

周整理为主，虽有涨价函及停机检修计划陆续发出，但下游多持观望心态，预

计下周延续整理行情；白卡纸市场上周继续上调，1 月 1 日起，国内即将全面

禁止进口固废，“禁塑令”带来中长期需求预期，且报盘受成本支撑表现坚挺，

预计后市偏强震荡。 

库存：受港口到货较少及下游纸厂陆续提货影响，青岛港、常熟港、保定

港、高栏港周内延续小幅降库，实际周降 3.0%。 

宏观面：2020 年底，中欧贸易协定达成，工业品多有反弹，经济延续复苏

势头，宏观氛围转好，利多浆价。 

综上，纸浆现货与外盘持续报涨，叠加下游原纸涨价函与宏观情绪转暖提

振市场信心，但疫情影响下，宏观情绪短期或仍存波动性，预计浆价短期高位

盘整。 

策略建议： 

建议短期观望或适当逢高止盈，不宜盲目追高。 

风险提示： 

疫情反复、政策更迭、宏观情绪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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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 

50ETF 期权：认沽隐波走高 

鲍雪烨 

行情回顾 

12 月 28 日至 12 月 31 日，标的华夏上证 50ETF 周内上涨 3.56%，收于

3.63。50ETF 期权日均成交量为 2,056,596 张，较前一周减少 10.63%，日均成

交认沽认购比率（PCR）为 0.65，较前一周减少 0.13，最新持仓量为

2,568,896 张，较前一周增加 12.17%，持仓 PCR 为 0.82，较前一周增加

0.06。 

后市展望 

参考最新主力月份持仓量数据，当前支撑线维持 3.5，同时在 3.7 存在一定

的压力。从期权隐含波动率的偏度曲线来看，年末认沽隐波整体走高。目前波

动率指数上调至 23.24%左右，从历史数据来看，位于 50 百分位水平附近。

50ETF 的 5 日历史滚动波动率略有下调，至 13.60%，位于五年历史 50 百分位

水平附近。平值期权合成标的目前维持小幅升水状态。平值期权的认沽认购隐

含波动率差翻正并扩大至 1.21%左右，市场预期较为谨慎。 

策略建议： 

建议参考阻力位为区间调整持仓，注意及时止盈止损。 

风险提示： 

地缘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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