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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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 镍】
外电 11 月 29 日消息，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镍周五跌至逾四个
月最低水平，并录得 8 年来最大单月跌幅，因中国不锈钢厂开工率下
降，以及印尼铁矿石出口禁令的影响逐渐减弱。
伦敦时间 11 月 29 日 17:00(北京时间 11 月 30 日 01:00)，LME 三
个月镍收跌 2.4%，报每吨 13,670 美元，盘中触及 7 月 16 日以来最低
水平。该合约 11 月暴跌近 18%，为 2011 年 9 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
印尼最大的镍生产国宣布禁止镍矿石出口的计划，带动镍价在 9
月份攀升至五年最高水平。
Capital Economics 分析师 Keiran Clancy 表示，“我们一直认为，
禁令宣布后的最初涨势有些过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投机活动，而非
实物市场的实际需求。”
“扭转这一局面的是，中国不锈钢工厂的开工率下降，其他指标
也发出警号，这可能促使投资者平仓。”
LME 镍注册仓单自去年 10 月触及 2007 年低点以来增加约 50%，至
42,570 吨，但今年仍减少近 70%。
现货镍较 3 个月期货合约报每吨贴水约 44 美元，表明短期供应充
足。
消费方面，镍受到主要来自中国的不锈钢工厂需求忧虑的压力，
这些工厂约占今年镍消费量的三分之二，今年的消费量约为 240 万吨。
四位直接参与季度定价谈判的消息人士周五称，全球铝生产商对
日本买家提出的 1-3 月原铝船期升水为每吨 92 美元，较上一季度下跌
5.2%。日本是亚洲最大的原铝进口国，其每个季度敲定的原铝船期较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现货升水报价为该地区确立基准。
国际锡协会表示，明年全球锡市场的缺口将从 2019 年的 2 万吨缩
小至 19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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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新法律拖累金属价格，令市场担心此举可
能会破坏结束中美贸易战的努力。
中国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苏克敬 29 日透露，“十三
五”以来，全国关停涉重金属行业企业 1300 余家，实施重金属减排工
程 900 多个，重金属等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 Codelco 周五公布，9 月
份 税 前 利 润 下 降 57% ， 原 因 包 括 暴 雨 、 位 于 智 利 北 部 的 旗 舰 矿
Chuquicamata 发生大规模罢工，以及金属价格下跌。Codelco 表示，
1-9 月铜产量为 112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6.66%。
其他金属方面，LME 三个月期铜下跌 0.5%，报每吨 5864 美元，
三个月期铝上涨 1%，报每吨 1770 美元，
三个月期锌下跌 0.2%，报每吨 2273.50 美元，
三个月期铅下跌 0.3%，报每吨 1,936.50 美元，

能源
化工

三个月期锡上涨 0.5%，报每吨 16,495 美元。
NYMEX 原油
55.42
↓4.68%
ICE 布伦特原油
60.73
↓4.03%
【原油】
外电 11 月 29 日消息，NYMEX 原油期货周五大幅下跌，受贸易紧张
局势升级和美国原油产量创历史新高影响，但当月油价仍收高，因为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观察人士预计下周将延长减产协议，对明年 3
月以后原油产量进行限制。
纽约时间 11 月 29 日 14:30(北京时间 11 月 30 日 03:30)，NYMEX 1
月原油期货合约下跌 2.94 美元，结算价报每桶 55.17 美元。在连续三
周上涨后，本周下跌了 4.1%。按月算，美国原油价格上涨约 2.3%，为
6 月份以来的最高涨幅。
1 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1.44 美元，结算价报每桶 62.43 美元。
本周下跌 1.5%。尽管如此，该合约仍录得 4 月份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
涨幅约为 6%。
周四美国感恩节假期过后，市场交投低迷。
11 月两大指标合约均上扬，部分原因是预期中国和美国将在年底
前达成初步贸易协议，这可能缓解对未来原油需求以及全球经济健康
状况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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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据新华社香港 11 月 28 日报道，香港特区政府 28 日表示，
对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另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成为美国
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美方无视港方多次就两项法案提出的切实关
注表示极度遗憾。两项法案明显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既无必要，也毫
无理据，更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
这令投资者担心中美在年底前达成初步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开始下
降。
下周 OPEC 及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盟友将举行会议，该联盟预计将
把现有的石油产量削减措施延长至 2020 年年中。在会议召开前，油价
亦受到支撑。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五公布的月度报告显示，美国 9 月原油
日产量从 8 月的 1,239.7 万桶升至创纪录的 1,246 万桶，亦令油价承
压。
1 月 RBOB 汽油期货下跌 8.55 美分，结算价报每加仑 1.5910 美元。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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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取暖油期货下滑 6.68 美分，结算价报每加仑 1.8785 美元。
大豆
876.4
↓0.63%
豆粕
293.1
↓1.01%
豆油
30.60
↑0.36%
小麦
542
↑3.00%
玉米
381
↑2.04%
稻米
12.485
↑0.69%
【玉米】
外电 11 月 29 日消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小麦期货周五大
涨至六个月高位，受供应忧虑推动，且假期过后基金争相回补空头头
寸。
交易商称，技术面积新兴基本面都支撑小麦期货上涨，包括美国
和俄罗斯小麦现货价格上涨，欧洲和澳大利亚天气湿润以及美国种植
面积下降的担忧。
CBOT 12 月软红冬小麦期货上涨 19 美分，结算价报每蒲式耳
5.47-1/2 美元，为 6 月 28 日以来最高水准。
CBOT 交投最活跃的 3 月软红冬小麦期货收高 15 美分，结算价报每
蒲式耳 5.41-3/4 美元，为 7 月 15 日以来最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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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部（USDA）周五公布的出口销售报告显示，11 月 21 日止
当周，美国 2019/2020 市场年度小麦出口净销售 61.27 万吨，市场预
估为 30-60 万吨，较之前一周增加 40%，较前四周均值增加 60%。
CBOT 小麦期货 12 月合约在第一通知日无交割。交易商此前预期交
割量位 0-400 手，大多数预期无交割。
今日 CBOT 小麦成交量预估为 109,643 手。
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CBT)12 月硬红冬小麦期货上涨 12 美分，结算
价报每蒲式耳 4.38-3/4 美元。
KCBT 交投最活跃的 3 月小麦合约上涨 9-1/2 美分，结算价报每蒲
式耳 4.47 美元。
明尼阿波利斯谷物交易所(MGEX)12 月硬红春小麦期货上涨 6 美分，
结算价报每蒲式耳 4.94-1/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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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EX3 月硬红春小麦期货上涨 6-1/2 美分，结算价报每蒲式耳 5.15
美元。
原糖
12.95
↑1.33%
棉花
65.42
↓0.68%
【原糖】
外电 11 月 29 日消息，洲际交易所(ICE)原糖期货周五触及九个月来
最高位，因在供应收紧且生产商减少抛售之际基金回补空头头寸。
ICE3 月原糖期货上涨 0.15 美分，或 1.2%，结算价报每磅 12.94
美分，盘整稍早触及 2 月末以来最高水准 13.01 美分。该合约本周上
涨 0.8%。
5 月原糖期货合约上涨 0.12 美分，结算价报每磅 12.98 美分。
苏克敦金融在报告中称，在当前价位上已有大量的生产商抛售，
市场人气谨慎看多。
生产商抛售过量的库存令糖价在过去几周维持区间震荡，抵消掉
了基金空头回补的影响，市场预估市场供应缺口扩大。
巴西雷亚尔疲软亦打压市场，但苏克敦称，预期雷亚尔将会反弹，
因巴西央行已誓言保护货币。
法国糖业集团 Tereos SA 预计，由于糖和乙醇价格上涨，2019/20
年度下半年业绩将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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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3 月白糖期货上涨 1.7 美元，或 0.5%，结算价报每吨 344.90
美元。该合约本周上涨 1.7%。
乌克兰今年已生产大约 126 万吨白糖，超过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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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揭示:您应当客观评估自身财务状况、交易经验，确定自身
的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和服务需求，并遵循“买卖自负”的
金融市场原则，充分认识期货交易的风险，了解任何有关期货行
情的分析、预测都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差异。自行决定是否采纳期
货公司提供的报告中给出的建议，并自行承担交易后果。

免责声明: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非保密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
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观点、结论和建
议并不代表作者对价格涨跌或市场走势的确定性判断。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
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所载的意见或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
布日的观点，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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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不一致的报告，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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