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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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3 月 31 日）是本年度第一季度的最后一天，美股下跌，结
束了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历史性市场波动。
道指和标普 500 第一季度的表现是有史以来最差的，分别下跌了
23.2 点和 20%。道指亦录得 1987 年以来整体表现最差的一季，而标
普 500 录得 2008 年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
美股本月也出现大幅下跌。道指和标普 500 三月份分别下跌
13.7%和 12.5%。这是自 2008 年以来最严重的单月下跌。标普 500 和
道指本月 22 个交易日中有 21 个交易日的波幅至少为 1%。投资者消化
了一系列可能导致周二股市大幅波动的消息，以及月度投资组合再平
衡的消息。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花旗集团(Citigroup)和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等银行股均收跌。摩根大通和花旗分别下跌 2.6%
和 3%，美国银行下跌 1.7%。
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说，该州的新冠病例一夜之间增
加了 14%，逾 7.5 万例。
高盛表示，美国经济将在第二季度经历前所未有的暴跌，但届时
的复苏将是历史上最快的。
美国 3 月份消费者信心下降幅度小于预期。研究公司 Conference
Board 周二表示，本月消费者信心指数(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从 2 月份的 132.6 降至 120，超过了道琼斯 110 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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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Anthony Fauci）表
示，他开始看到社会疏远有助于减少冠状病毒在美国传播的“曙
光”。
可以肯定的是，股市自上周以来已经收复了一些失地。自 3 月 23
日触及低点以来，道指已经上涨了 18%以上，而标普 500 自那以来已
经上涨了 16.1%。周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社会距离指导方针的时间
延长至 4 月 30 日之后，道指上涨了近 700 点。许多人认为，从长远
来看，这将减少经济损失。
Instinet 执行董事卡佩莱利(Frank Cappelleri)写道:“当我们
今天结束一个令人难忘的 3 月和第一季度时，市场似乎已经(飙升)到
了无人地带。”他指出，股市已从上周的低点反弹，但仍远低于历史
高点。“不管怎么说，4 月份的平均业绩更好(过去 20 年平均增长
1.7%，胜率 75%)。它在最后两周的表现也往往更好。”
尽管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创下纪录，且达拉斯联储周一公布的制
造业数据逊于预期，但股市仍在月底前反弹。
然而，许多华尔街人士呼吁在市场触底之前进行更多的抛售。从
历史上看，熊市往往会在跌至谷底时出现大幅反弹。
“上周市场录得两位数涨幅，令人欣慰，不过市场底部很少像这
次这样干净，” Nationwide 投资研究主管 Mark Hackett 表示。“市
场需要反映出更多传统的相互作用，才能达到触底信心。”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数据显
示，随着确诊病例增至逾 18 万例，投资者仍在努力应对美国不断恶
化的疫情。美国也正式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特朗普周日表示，
他希望美国能在 6 月 1 号之前“很好地走上复苏之路”。

欧洲
股市

美国银行财富管理(U.S. Bank Wealth Management)首席股票策
略师 Terry Sandven 称:“很难想象股市在没有一些可见度的情况下
会上涨，或许在财报季期间，你会看到一些这样的特征。我们不认为
这将是 V 型复苏，我们认为这更像是一个 U 型复苏。经济衰退的风险
仍然很高，我们很可能现在就处于经济衰退之中。”
富时 100
5671.96
↑1.95%
法国 CAC
4396.12
↑0.40%
德国 DAX
9935.84
↑1.22%
在中国公布了一些积极的制造业数据后，欧股周二（3 月 31 日）
收盘走高。但由于新冠危机和对该地区可能立即陷入衰退的担忧，欧洲
股市经历了自 2002 年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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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欧洲股市对前夜公布的数据做出积极反应，数据显示，中国
3 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好于分析师的预期。
中国表示，3 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 52.0，表明
经济扩张，超出了收缩预期。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此前预计，本月的数
据将为 45。数据公布后，中国内地股市周二下午走高。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继续主导着全球市场情绪和各国政府。美国是
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超过 16.5 万，其次是意大利、西班牙、中国和
德国。
周二，美股在第一季度的最后一天出现反弹，结束了新冠大流行引
发的一段历史性的市场波动期。
其他方面，西班牙官方数据周二显示，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 0.4%，略低于此前预估的 1%的年增长率。法国 3 月份消费
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7%，创 2016 年以来最低水平，而意大利
欧盟协调 CPI 同比上涨 0.1%，略高于预期。
在个股方面，德国餐包递送公司 Hellofresh 继续受益于禁售措施，
上涨了 13%，而英国房地产开发商 Hammerson 上涨了 16%以上。

外汇

比利时电力供应商埃里亚集团(Elia Group)股价下跌 7.3%，与赛
峰集团(Safran)和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等公司股价持平。
美元指数
98.930
↓0.08%
英镑兑美元
1.2413
↓0.08%
欧元兑美元
1.1032
↓0.12%
美元兑人民币
7.0807
↓0.25%
【外汇】
美元兑一篮子主要货币周二(3 月 31 日)小幅下跌，因美联储为确
保全球金融体系有足够流动性而采取了多项措施。
美元今日稍早受益于投资组合经理和日本企业的季度和财政年度
末需求，但交投震荡，美元涨跌互现。
当季，美元涨幅最大，上涨 2.8%。挪威克朗是最大的输家，兑美
元下跌了 18%。
分析师表示，3 月美国股市大跌，导致资产管理公司增加美元买盘，
希望在月底重新调整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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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周二美联储采取最新举措扩大数十家外国央行在冠状病毒危
机期间获取美元的能力后，美元缩减了涨幅。实际上，美联储允许外国
央行将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换成隔夜美元贷款。
这是美联储为解决由冠状病毒大流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所导致的
流动性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
随着美元供应量的扩大，这对美元的光泽造成了一点影响。
加拿大丰业银行驻多伦多的首席外汇策略师 Shaun Osborne 表示：
“目前，美元将难以大幅延续涨势，因为从美联储流出的美元现金相对
较多。”
美元指数收盘下跌 0.09%，报 98.93，盘中最高触及 99.95，最低
触及 98.89。
本月早些时候，随着全球市场抛售加剧了对美元的抢购，美元升至
逾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102.99。美元需求已经减弱，但分析师仍预计美
元将进一步上涨。
数据显示美国 3 月消费者信心降至近三年低点后，美元也走软，
因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美国家庭对经济短期前景感到担忧。
一些分析师认为，随着投资者准备迎接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急剧
下滑，美元可能会继续受到支撑。

重要
金属

西联商业解决方案驻华盛顿高级市场分析师 Joe Manimbo 表示，
“美联储迄今采取的措施是最接近于遏制美元强势的举措。但在第二
季度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受到沉重打击之前，持有美元的意愿
依然高涨。”
纽
COMEX 金
1590.5
↓3.03%
约
COMEX 银
14.180
↓0.35%
COMEX 铜
2.2215
↑2.23%
伦
Lme 铜 3
4930.00
↑3.65%
敦
【黄金】
随着美元走强，黄金价格周二(3 月 31 日)下跌逾 2%，至一周最低
水平，但由于担心冠状病毒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黄金有望连续
第六个季度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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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现货黄金周二亚市早盘开于 1621.60 美元/盎司，最高上涨至
1623.18 美元/盎司，最低下探 1571.94 美元/盎司，收于 1576.36 美元
/盎司，下跌 45.35 美元或 2.8%。
COMEX 6 月黄金期货收跌 46.60 美元，跌幅 2.8%，报 1596.60 美
元/盎司，创逾一周收盘新低，3 月份则累涨 1.6%。
“随着投资者从中国积极的经济数据中得到安慰，市场情绪似乎
正在改善。然而，一种谨慎的情绪仍在空气中徘徊，这刺激了对美元的
需求，”FXTM 分析师 Lukman Otunuga 表示。
投资者欢呼雀跃，因为强劲的中国制造业数据为经济复苏带来了
希望，而与此同时，世界其它许多国家也在采取措施抗击冠状病毒。
在 1 月份的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以及此后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
行的推动下，本季度金价上涨了 6%，本月的涨幅为 1.7%。
“尽管各国央行和政府联手对抗新冠病毒，但全球市场人气仍不
稳定，”Otunuga 称，并补充称，“围绕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应会促使
投资者涌向黄金，特别是在全球最大经济体开始出现裂缝的情况下。”
各国和全球央行已经宣布了几项政策措施，以应对冠状病毒造成
的经济损失。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了 85 万人，造成逾 4 万
人死亡。俄罗斯央行宣布从 4 月 1 日起暂停购买黄金。
其他方面，铂金价格上涨 1.5%，至 733.69 美元/盎司，但有望录
得 2008 年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3 月份则创下 2015 年以来表现最差的
一个月。
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汽车行业的铂需求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新冠病毒危机的影响。假设目前宣布的产量限制只持续
三周，南非的停产将无法抵消对需求的负面影响。”
全 球 最 大 的 铂 金 生 产 商 英 美 资 源 集 团 (Anglo American
Platinum) 、 Sibanye-Stillwater 和 英 帕 拉 铂 金 公 司 (Impala
Platinum)在南非全国封锁三周后，宣布合同遭遇不可抗力。
钯价周二上涨 3.2%，至 2402.17 美元/盎司，创下自 2010 年以来
的最大季度涨幅，但也将是 8 个月来的首次月度下跌。
银价周二上涨 0.1%，至 14.13 美元/盎司，但预计将出现 2013 年
6 月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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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利好因素
1.全球范围内，Worldometer 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已经突破 85 万例，达到 853799 例，累计死亡 42000 例。
2.美国方面，Worldometer 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已经突破 18 万例，达到 180789 例，累计死亡 3580 例。美国
总统特朗普周二(3 月 31 日)让美国人应对即将到来的冠状病毒病例激
增做好准备。特朗普称新冠病毒是一种瘟疫，并表示美国正面临“非常、
非常痛苦的两周”。
周二，特朗普呼吁美国再花两万亿美元来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一揽子计划。在一条推文中，他写道，在危机期间美国利率为零的情况
下，“是时候”对基础设施进行彻底改进了。
上周五，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 2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美国总
统特朗普随后正式签署经济刺激法案。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向年收入不
足 7.5 万美元的每个单身成人一次性最多发放 1200 美元，向年收入低
于 15 万美元的每对夫妻最多发放 2400 美元，每个孩子发放 500 美元；
将失业救济金每周增加 600 美元，最多持续 4 个月；因疫情陷入困境的
美国航空企业将获得 250 亿美元直接经济援助。
3.欧洲方面，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情况最严重的依然是意大利（确
诊病例增至 105792 例，累计死亡病例增至 12428 例）、西班牙（确诊
病例累计达 95923 例，死亡病例累计达 8464 例）、德国（确诊病例累
计达 71808 例，死亡病例累计达 775 例）、法国（确诊病例累计达 52128
例，死亡病例累计达 3523 例）。除了前述四国外，瑞士、英国、荷兰、
比利时和奥地利的确诊病例也已过万。
4.美国消费者信心下降到了 2017 年年中以来最低水平，因政府为
缓解冠状病毒大流行做出的努力导致许多企业关闭并使数百万美国人
失业。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周二(3 月 31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一指
数下跌 12.6 点，创下 2011 年以来之最，至 120。经济学家预估中值为
降至 110。结果的截止日期是 3 月 19 日。
5.美国密歇根大学周五(3 月 27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冠状病
毒疫情对经济造成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降至三年低点。3 月份消费者
信心指数从 2 月份的 101 降至 89.1，为 2016 年 10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并创下 2008 年 10 月以来最大降幅。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
这一数字将降至 90。负责消费者调查的首席经济学家 Richard Curtin
表示，3 月份消费者信心下降幅度为近 50 年来第四大。“4 月进一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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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的程度将取决于遏制病毒扩散的成功程度，以及家庭获得资金以缓
解财务困难的速度有多快，”Curtin 说。
6.达拉斯联储周一表示，3 月制造业活动指数为-70，远低于-10 的
预估。
7.上周，美国因冠状病毒危机失业而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创下历史
新高。美国劳工部周四(3 月 26 日)报告称，初请失业金的人数从前一
周的 28.2 万人激增到 328 万人。这一数字打破了 2009 年 3 月“大衰
退”(Great Recession)时期 66.5 万人的峰值，以及 1982 年 10 月创
下的 69.5 万人的历史最高纪录。前一周，也就是冠状病毒感染最严重
之前的一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28.2 万人，高于当时的预期。
8.上周一(3 月 23 日)，美联储再度召开紧急会议，并宣布一项新
的、范围广泛的无限制举措，以稳定市场，其中包括购买无限量的政府
债券和投资级公司债券，试图抵消冠状病毒爆发对经济造成的“严重破
坏”。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以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和美国政府支持的小
企业贷款为抵押的新项目，以及购买大公司债券并向它们发放贷款的
新项目。现有的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规模将根据需要
扩大，以“支持市场平稳运行和货币政策向更广泛的金融状况和经济有
效传导”。
基本面利空因素
1.美国房产经纪协会 NAR 周一(3 月 30 日)表示，美国二月二手房
的购买合同连续第二个月上涨，成屋销售指数较上月上涨 2.4%至
111.5。NAR 首席经济学家表示，二月的数据没有体现出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带来的重大影响，随着企业裁员增加以及经济衰退，房地产市场
可能会脱轨。本月此前的数据显示，美国二月现房销售升至 13 年新高。
2.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周一(3 月 30 日)表
示，目前尚无针对新冠肺炎的有效疗法或药物，但针对 HIV 病毒或 MERS
及 SARS 等冠状病毒的治疗中的部分药物，可能会对新冠病毒起作用。
其中一些药物可能会影响疾病的持续时间，有些药物可能会影响严重
程度，迈克尔·瑞安呼吁继续加快实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随机对
照试验。
3.在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新增病例数录得近两周来最低之
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欧洲新冠疫情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世卫组
织突发卫生公共事件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周一(3 月 30 日)表示，我们
热切希望意大利和西班牙疫情正在接近顶峰，以及欧洲几周前开始实
施的封锁措施开始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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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商务部周四(3 月 26 日)公布的最后一份国内生产总值报告
显示，美国经济在 2019 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符合预期。最新的经济增长
报告显示，去年最后三个月美国经济增长 2.1%。最终的数据与之前的
估计没有变化，与预期相符。然而，经济学家和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并没
有过多关注三个多月前美国经济的情况。大多数人现在正试图预测冠
状病毒蔓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本
金属
（三
个
月）

5.周三(3 月 25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 2 月份耐用品订单增加
了 1.2%，预期下滑 0.8%，前值下滑 0.2%。
Lme 铝 3
1525.5
↓0.23%
Lme 锌 3
1906.5
↑2.28%
Lme 镍 3
11470
↑1.37%
Lme 铅 3
1747
↑2.83%
Lme 锡 3
14400
↑0.84%
【Lme 镍】
外电 3 月 31 日消息，包括镍在内的全球工业金属价格在新冠肺炎
疫情大流行中大幅下跌。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上周五镍价为 11355
美元/吨，低于去年年底的 14025 美元，反映出今年迄今已下跌 19%。
今年以来，镍平均价格为 12808 美元/吨，较 2019 年 13969 美元
的平均价格下降 8.3%。
到 2020 年，镍市场的盈余将增加，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将损
害需求。根据全球主要镍生产商之一的诺里尔斯克镍业（ Norilsk
Nickel）的一份报告，预计 2020 年镍消费量仅增长 2.8%，低于此前预
估的 3%。
从数量上看，今年原生镍消费量预计将为 245 万吨，低于此前预测
的 254 万吨；而全球镍供应量预计为 256 万吨，与此前预测大体持平。
这意味着 2020 年镍市供应过剩量将增至 10.8 万吨，高于此前预
测的 4.2 万吨。
大量的供应过剩规模最终降低了价格预期。
美国彭博社 3 月份调查的分析师预测中值显示，今年镍价预期为
13019 美元/吨，低于 2019 年的均价每吨 13969 美元。
作为世界主要镍出口国之一的印度尼西亚，无疑受到了全球镍价
下跌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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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是最大的镍铁出口国，大约占全球镍铁市场的 45.1%，是仅次
于菲律宾的、全球第二大镍矿出口国，占全球镍矿出口市场的逾 37%。
数据显示 2019 年，印尼镍及其衍生产品出口总值达 83 亿美元，较
2018 年大幅增长 38%。
镍生产能力的提高是镍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镍铁产
品。
2019 年，印尼镍铁出口猛增 86.2%，至 160 万吨。除产能增加外，
2019 年镍均价上涨 5.9%也是促进因素。
有分析师认为，预计今年印尼镍产品出口总值将较 2019 年下降。
四个理由支持这一预测。
首先，由于疫情持续扩散，镍生产预计将受到阻碍。由于大流行期
间可用的劳动力较少，许多冶炼厂将减少产量，因为许多工人需要呆在
家里以减缓病毒的传播。
其次，在印尼政府努力遏制病毒传播之后，来自外国的货物和人员
的流动将受到干扰。与此同时，印尼镍冶炼厂的投资大多来自中国，一
些资本货物和出口也来自中国。
第三，在印尼政府停止低品位镍矿出口的政策出台后，2020 年将
不会有镍矿出口。2019 年，镍矿出口总额相当于镍相关出口总额的
13.3%。
第四，全球镍价格下跌和需求萎缩将拖累印尼今年的镍出口。
为了预测镍出口下降导致的收入下降，镍生产商可能会采取一些
有效措施来降低成本。幸运的是，目前的能源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煤炭
的价格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将降低这些公司的能源成本。
不过，从长远来看，印尼镍工业的前景依然看好。不锈钢工业对镍
的需求预计将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而持续增长。目前不锈钢行业在全球
镍需求中占有 73%的市场份额。
另外，未来电池行业的镍需求也将大幅增加。2018 年，电池行业
镍需求仅占全球镍需求的 6%。然而，电池行业占全球镍需求的份额预
计在 2030 年将达到 43%。这一增长与电动汽车产业的增长是一致的，
电动汽车预计将成为未来的主要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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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应该从这些趋势中获益，以吸引对国内镍工业的投资。
根据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数据，印尼目前的镍储量为 6.98 亿吨。
到 2021 年将有 29 家镍冶炼厂开始运营。这些炼厂每年镍矿总加工能
力将达到 9600 万吨。因此，如果未来没有发现新的镍储量，目前已探
明的镍储量只能维持 7 年的开采。
能源
化工

NYMEX 原油
20.10
↓0.89%
ICE 布伦特原油
25.92
↓2.00%
【原油】
外电 3 月 31 日消息，消息人士周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
一项计划，限制美国炼油厂进口外国原油，转而加工巴肯(Bakken)、二
叠纪(Permian)和其他国内原油。
周一，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参议员 Kevin Cramer 在与特朗普约 40 分
钟的电话交谈中提出了这一想法。
Cramer 周二表示：“在沙特宣布发动价格战之际，接受沙特的石
油似乎是不理性的。”
熟悉白宫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周二表示，进口禁令是特朗普正在
考虑的选项之一，目的是缓解目前油价暴跌对国内油气行业的影响。白
宫发言人周二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Cramer 表示，特朗普可能会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颁布
新的进口禁令。该提议将包括一些例外情况，特别是针对美国境内无法
获得的原油等级而建造的炼油厂。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尽管随着美国石油产量的增
加，美国原油进口稳步下降，但美国炼油商在 2019 年仍每日进口约 676
万桶外国原油，其中包括约 717,150 桶轻质原油。
“如果到了紧要关头，我们不需要 OPEC 或任何其他国家来满足国
内需求，”Cramer 称，“我认为，考虑实施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石油
政策不会让我们损失太多，因为我们生产的石油肯定足以满足我们国
家的需求。”
其表示，进口禁令将设定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
据白宫的一份通话记录显示，Cramer 周一与特朗普通电话之前，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两位领导人“就全球能源市场
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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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mer 曾要求美国商务部对沙特和俄罗斯发起反倾销调查，因这
两个国家计划在油价暴跌期间提高产量。

农
产
品

大豆
豆粕

885.4
321.3

↑0.34%
↓1.47%

豆油
26.88
↓0.70%
小麦
567.6
↓0.28%
玉米
341.6
↓0.12%
稻米
14.030
↓0.46%
【玉米】
外电 3 月 31 日消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玉米期货周二连
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交易商表示，美国农业部(USDA)预计今年春季美
国种植面积将提高 8%至八年来最高水准，高于交易商的预期。
CBOT 5 月玉米期货合约收跌 1/2 美分，结算价报每蒲式尔 3.403/4 美元。
新作 12 月合约下跌 2-1/4 美分，结算价报每蒲式尔 3.57-1/2 美
元，稍早触及合约低位 3.53-1/4 美元。
2020 年 9 月及之后的所有合约盘中均触及合约低位。
玉米产量预期大幅增长之际，正值乙醇需求下滑之时。该行业消耗
逾三分之一的美国玉米。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能源价格暴跌，许多乙
醇工厂已经放慢或停止生产。
美国农业部预测玉米种植面积为 9,699 万英亩，高于分析师平均
预测的 9,432.8 万英亩。
美国农业部还估计，截至 3 月 1 日当季玉米库存为 79.52508 亿蒲
式耳，低于市场预估的 81.25 亿蒲式耳，较上年同期的 86.13206 亿蒲
式耳少 6.61 亿蒲式耳。
USDA 周二公布，民间出口商报告向日本出口销售 113,000 吨玉米，
2019/20 市场年度付运。

软
商

今日 CBOT 玉米预估成交量为 458,259 手。
原糖
10.45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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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糖】
外电 3 月 31 日消息，洲际交易所（ICE）原糖期货周二走低，录得
季度下跌 20%，投资者担心能源价格下跌将促使巴西甘蔗加工厂增加糖
产量，乙醇产量将受影响。
ICE 5 月原糖期货收低 0.31 美分，或 2.9%，结算价报每磅 10.42
美分。第一季度累计跌超 20%。
巴西两家最大的燃料经销商周一表示，他们将减少从当地供应商
购买的乙醇数量，以适应这一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新冠病毒危机期间
需求下降的情况。
交易商加倍押注巴西将扩大糖产量，打消了与冠状病毒相关的封
锁措施将导致劳动力短缺和生产中断的担忧。
一美国交易商表示：“如果巴西的作物因为试图生产糖、避免乙醇
而受到冲击，那么糖市场将会受到影响。”
伦敦 5 月白糖期货收盘下跌 3 美元，或 0.8%，结算价报每吨 353.1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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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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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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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