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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宏观消息及解读 

收评：指数表现强势沪指涨 0.8% 科创板对标概念大热  

7 月 19日消息，早盘三大股指高开高走。开盘后，燃料电池概念领涨两市，随

后黄金、券商板块先后拉升，中船系、环保股随后异动，带动指数迅速走强，三大

指数涨幅均超 1%。总体上，市场人气火热，资金做多意愿强烈，两市仅三百余家个

股下跌。临近上午收盘，三大指数冲高之后开始小幅回落，随后开始趋于平稳，成

交量开始有所放缓。板块方面，市场并没有明显的热点主线，地产、券商等权重板

块表现较强势，航运、深圳本地股异动拉升，其他板块表现平平，赚钱效应总体表

现一般，资金情绪稍显回落。午后，两市指数午后小幅回落，随后维持高位震荡。

盘面上，两市个股涨多跌少，资金情绪较早盘稍显回落。尾盘，成交有所回暖，三

大股指小幅回升。板块方面，科创板对标板块异动拉升，地产、黄金板块热度依旧。

截止收盘，沪指报 2924.20点，涨 0.79%，深成指报 9228.55点，涨 0.81%；创指

报 1541.98点，涨 1.15%。 

从盘面上看，科创板对标、券商、租售同权居板块涨幅榜前列，光刻胶、种植

业、乡村振兴板块跌幅榜前列。 

热点板块： 

1、燃料电池 

金鸿控股、雪人股份、雄韬股份、汉钟精机、全柴动力等多股纷纷大涨。 

2、黄金 

银泰资源、恒邦股份、山东黄金、湖南黄金、中金黄金、老凤祥、赤峰黄金等

个股涨幅居前。 

3、科创板对标 

诺德股份、长川科技、上海新阳、和佳股份、星云股份、世纪瑞尔、西部材料、

三超新材、久之洋等个股纷纷拉升走高。 

 

后市前瞻： 

巨丰投顾认为目前沪指运行于 2850~3050箱体。周一沪指完全回补 7月 1日跳

空缺口后止跌回升，市场短线风险基本释放完毕。受贸易不确定性影响，周四 A股

回踩 2900点，黄金、玉米、稀土、科创板对标公司等有所表现。周五 A股止跌反

弹，科技股和金融股集体反弹是市场上行的主要动力，北上资金连续 4天净流入，

且有加速迹象；但成交量不足，午后市场涨幅收窄。目前处于中报窗口期，部分白

马股中报业绩不达预期制约指数表现，建议投资者回避业绩不达预期的品种；重点

关注业绩超预期的二线蓝筹以及科创板对标公司。 

文章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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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综合 

2.1 价格变动表 

品种 
最新价

格 
日涨跌 周涨跌 月涨跌 

重点

关注 

油

脂

油

料 

豆系 

连豆指数 3394 0.00 -1.00 -1.87  

CBOT 大豆连续 899.00 -0.17 -1.99 -3.20  

嫩江大豆（国产三等） 3500 0.00 0.00 2.94  

豆粕指数 2833 0.00 0.45 -1.30  

张家港豆粕 2800 0.36 1.82 -4.11  

豆油指数 5483 0.00 0.43 0.26  

张家港豆油（四级） 5260 0.00 -0.38 0.19  

棕系 

棕榈油指数 4284 0.00 0.67 -2.51  

BMD 棕榈油 1949 -0.31 0.41 -4.74  

张家港棕榈油（24度） 4220 0.00 -0.24 -2.99  

菜系 

菜籽粕指数 2378 0.00 -0.02 -2.38  

武汉菜籽粕(国产) 2500 0.00 0.00 0.00  

菜籽油指数 6978 0.00 2.22 0.91  

武汉菜籽油(国产) 7220 0.00 0.70 0.56  

粮蛋 

玉米指数 1964 0.00 0.77 0.21  

CBOT 玉米主力 430 -2.66 -4.07 -5.18  

大连玉米现货 1910 0.00 0.00 -0.52  

淀粉指数 2360 0.00 0.54 -1.10  

长春淀粉出场厂价 2300 -100.00 0.00 0.00  

鸡蛋指数 4659 0.00 4.27 4.38  

潍坊鸡蛋现货 4.50 0.00 -1.10 25.00  

软商品 

白砂糖指数 5140 0.00 0.02 0.69  

美糖 11号 11.55 -2.04 -6.70 -9.34  

南宁白砂糖 5355 -0.19 0.00 0.85  

棉花指数 13347 0.00 -0.38 -5.53  

美棉花 2号 60.78 -1.79 -3.36 -9.19  

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328 14086 0.00 -0.56 -0.22  

苹果 9213 0.00 -1.60 2.46  

红枣 10360 -1.05 -1.19 1.32  

注：价格为 0表示今无交易或 Wind 数据库数据（17:00）还未更新完毕 

★：关注套利机会 

★：关注收益率与波动率变化 

★：关注资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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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商品收益率 VS 波动率 

图 1、各品种收益率与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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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2.3 商品资金流变化率 

图 2、各品种资金流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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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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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种点评与策略建议 

品种 重要资讯及点评 简评及策略建议 

油

脂

油

料 

豆一 

7月 22日临储计划继续拍卖 14万吨大

豆。 

点评：临储大豆持续拍卖，对大豆价格

形成压制。 

连豆震荡收红，期价尚未突破 3400

关口，目前仍处于下跌通道中，建

议待反弹后再度择机抛空。 

美豆 

& 

豆粕 

截至 7月 11日当周，美国 2018-19年

度大豆出口净销售 127,900 吨，

2019-20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 198,400

吨。当周，美国 2018-19年度大豆出口

装船 909,000吨。 

点评：美国天气改善，给大豆市场带来

压力。 

昨晚美豆盘中下探 60日线后反弹，

目前期价在 900 美分关口附近纠

结，预计短期维持回落调整走势。

连粕期价在 20 日附近震荡收红，

MACD底部出现金叉，预计短期连粕

在 2800-2900区间震荡。期权方面，

7 月 4 日卖出 M1909-C-3000，入场

权利金为 15.5，截止昨晚收盘为

7.5，继续持有。 

豆油 

山东日照一级豆油（Y1909-30,平水）

5340 元/吨，+40；辽宁大连一级豆油

（Y1909-150,平水）5250元/吨，+20。 

点评：对豆油需求提振甚微。 

美豆油接连走弱，国内近期豆棕价

差不断扩大，因此棕榈油对豆油的

替代消费明显，制约豆油价格上涨。

连豆油今日回踩 5400 一线支撑收

跌，关注 5450一线压力，套利方面

买 9卖 1可继续持有，目前为-160，

止损-200，短期目标-100。 

菜籽粕 

7 月 18日菜粕成交 2000吨（现货成交

2000吨，远期无成交）。 

点评：中加关系再次升级，提振菜粕价

格，但是南方强降雨天气，影响水产投

苗速度。 

菜粕在 10日线附近收阴，预计短期

菜粕在 2400-2500 区间震荡。6月

24日卖 9买 1，入场点位 260，截

止今日收盘 165，建议适当止盈离

场。 

菜籽油 

湖北荆门四级菜油 7180 元/吨，+50；

四川成都四级菜油 7380元/吨，与昨日

持平。 

点评：产量减少为中期利多。 

郑油近期波动率增加，主要因中美

磋商有谈崩消息流出提振期价。今

日期价回吐昨日涨势收跌，建议

6900之下空单适度减持。 

棕榈油 

外电7月18日消息,若欧盟继续实施在

生物焾料中限制使用棕榈油的政策,全

球头号棕榈油出口国--印尼准备采取

反制措施。一个方案是,当来自国内和

其他海外市场的需求激增时,停止向欧

洲出口棕榈油。 

点评：反制措施预计对市场影响甚微。 

马棕油周四横盘震荡收红，技术上

呈现底背离走势，短期底部或有限。

连棕油今日重心下移收跌，行至

4200 一线下方，建议 20 日线之下

仍以偏空思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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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重要资讯及点评 简评及策略建议 

粮

蛋 

玉米 

& 

玉米淀粉 

玉米锦州港平舱价 1928-1948元/吨，

玉米淀粉吉林长春市场价 2400元/

吨。 

点评：玉米现货价格和昨日持平。 

玉米 1909合约期价在 1900整数关口

处暂时获得支撑，短线关注 1900整数

关口的支撑力度。淀粉 1909合约走势

弱于玉米，关注淀粉与玉米价差缩窄

的机会。 

鸡蛋 

重要资讯及点评：今日鸡蛋价格继续

偏强,主产区山东鸡蛋均价 9.10 元/

公斤，较昨日上涨 0.25;河北鸡蛋均

价 8.80元/公斤，较昨日上涨 0.02;

主销区广东鸡蛋均价 10.33元/公斤，

较昨日持平;北京鸡蛋均价 9.11 元/

公斤，较昨日持平。 

点评：短期蛋价高位震荡。 

夏季蛋禽产蛋淡季，鸡蛋产量进一步

下降，各销区走货逐渐转好，贸易商

补货积极性提高，但考虑储存等原因，

贸易商备货仍持谨慎，另外近期食品

加工企需求旺盛。操作上前期多单持

有。 

软

商

品 

白糖 

最近巴西总统成为南方共同市场轮

值主席。有消息称巴西将糖纳入了南

共市关税同盟。 

点评：前阵南共市与欧盟原则上达成

了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欧盟

增加巴西等国的原糖进口配额，其中

巴西占 18万吨。 

昨晚 ICE原糖继续下跌至 11.60美分

/磅。今日广西南华现货报价下调 30

元，郑糖日内低位震荡，9-1价差变

化不大，9月持仓持续下降。原糖已

接近前低，关注 11.50 美分左右的支

撑，夜盘短线交易为主！ 

棉花 

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19 年 7月

5-11日，2018/19年度美棉出口净签

约量为 1.22万吨，较前周增长 1%，

较前四周平均值增长 46%，装运量为

7.04万吨，较前周减少 7%，较前四

周平均值减少 6%。 

点评：美棉出口销售低迷 

国储棉轮出成交率小幅回升，成交均

价下滑，上周美棉出口销售低迷，目

前国内下游企业库存有所缓解但订单

仍旧不佳，预计短期棉价可能震荡整

理。 

苹果 

库存富士交易未有好转迹象，出货

多，采购少，且采购商都更青睐价格

便宜的货源，整体行情维持趋弱下滑

的态势，成交量比较有限。 

点评：前期开秤价或许较高，但是对

于未来价格预期恐怕不尽人意。 

今日远月出现乌龙指。后续操作反弹

沽空为主。 

红枣 

郑州市场交易清淡，走货显僵持，成

交以质论价，一级灰枣价格在

4.00-4.50元/斤左右；沧州市场行情

持稳，库存较多，一级灰枣主流价格

在 4.50-5.00元/斤左右。  

点评：市场走货不佳。 

销区市场货源充足，走货情况不佳，

拿货客商稀少。红枣 1912合约今日

10345收盘，缩量下行，维持震荡反

复格局，建议 10200-10700区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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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套利跟踪 

4.1 期现套利  

 图 1 豆一期现价差   图 2 豆粕期现价差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3豆油期现价差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4 棕榈油期现价差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5菜籽粕期现价差 图 6菜籽油期现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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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7玉米期现价差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9鸡蛋期现价差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11 棉花期现价差 

 

资料来源：wind南华研究 

图 8淀粉期现价差 

 

资料来源：wind南华研究 

图 10 白糖期现价差 

 

资料来源：wind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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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4.2 跨期套利 

图 12 豆一 09-01  图 13豆粕 09-01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14 豆油 09-01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15 棕榈油 09-01 

 

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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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菜籽粕 09-01 图 17 菜籽油 09-01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18 玉米 09-01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20 鸡蛋 09-01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19 玉米淀粉 09-01 

 

资料来源：wind南华研究 

图 21 白砂糖 09-01 

 

资料来源：wind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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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棉花 09-01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23 苹果 10-01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4.3 跨品种套利 

图 24 油粕比 09     图 25 豆粕-菜粕 09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26 豆油-棕榈油 09   图 27 菜籽油-豆油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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