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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期货研究所 2018 年度期货市场投资策略会成功举行 

 

2017 年 11 月 25 日下午，在富有园林韵味和现代时尚气息的苏州苏苑饭店，东吴期

货研究所 2018 年度期货市场投资策略会成功举办。本次策略会的主题为“沪铜王者归来， 

锌铝 Show 色可餐”，一百多位热情的投资者齐聚会场，积极参加了这次极富成果的投资

策略会。 

东吴期货副总经理施伟先生代表公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欢迎广大投资者

积极本次策略会。报告会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主题演讲环节，先后有 6 位嘉宾作了精

彩的主题演讲；第二部分为专家圆桌论坛，五位嘉宾一起探讨了 2018 年的投资机会。 

报告会第一部分主题演讲由研究所黑色研究员张璐主持。首先由东吴期货总经理助

理兼研究所所长姜兴春先生做了题为“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 2018 年度

宏观经济与大类资产投资策略报告。姜总首先揭示了全球经济 2017 年强势复苏背景下，

美联储步入缩表进程、日欧宽松政策进入尾声，美元预计 2018 年度小幅上涨的宏观形势；

继而对中国经济短期底部形成通胀温和抬升的发展形势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最后就大

类资产配置方面推出了股指国债贵金属以及大宗商品十项投资策略建议。上海钢联钢材

首席分析师汪建华先生做了题为“2018 年中国钢铁市场分析”的主题演讲，深入探讨了

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背景下 2018 年黑色系列峰回路转的走势预期，以及多个套利策略的

投资机会。上海有色网首席有色铜分析师叶建华先生做了“铜价-王者归来序幕已开”的

精彩主题演讲，对铜的原材料、冶炼、需求等产业链各环节做了详尽分析，对 2018 年铜

价走势做了积极乐观的预期。随后，东吴期货有色研究员陈龙做了题为“锌年新气象，

剑指 30000 大关”的 2018 年锌期货投资策略报告主题演讲；东吴期货能化研究员赵文

婷做了题为“天胶弱势何时休”的天然橡胶 2018 年投资策略专题报告。最后，研究所副

所长倪耀祥先生做了主题为“卷螺套利投资机会分析”的演讲，揭示并分析了螺纹钢热

卷价差波动内在规律及内在原因，提出了 2018 年卷螺价差套利的策略。 

报告会第二部分由姜兴春所长主持，邀请上海钢联钢材首席分析师汪建华、上海有

色网首席有色铜分析师叶建华、东吴玖盈能化总监吴文海、东吴期货研究所场外衍生品

部经理万崧、贵金属研究员万涛等，就黑色系列、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场外期权以及

贵金属等市场焦点和投资机会展开深入讨论。 

本次东吴期货2018年度期货市场投资策略会突出重点，观点鲜明，逻辑清晰缜密，

数据详实可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积极参与，会议取得了较圆

满的成功。以下是与会主讲嘉宾的观点摘要，以供大家参考。 

投资策略报告 
201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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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主题演讲专场 
 

主题1：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2018年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暨投资策略 

主讲嘉宾：姜兴春（东吴期货总经理助理兼研究所所长） 

观点摘要： 

姜总报告分为三部分，首先揭示了全球经济 2017 年强势复苏背景下，美联储步入缩表进程、日欧宽松

政策进入尾声，美元预计 2018 年度小幅上涨的宏观背景；继而对中国经济短期底部形成通胀温和抬升的发展

形势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最后就大类资产配置方面推出了股指国债贵金属以及大宗商品十项投资策略建议。 

1、全球经济：复苏加快主导加息周期。 

2017 年以来，美国、中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加快，推升通胀小幅抬高，全球贸易整体

趋暖，周期强势背景下风险资产受宠。美联储今年已加息两次，缩表计划已经公布并从 10 月份就开始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平稳上升，欧元、人民币、英镑等不同程度贬值，唯独日元小

幅升值。美联储缩表路径为温和渐进式，大概到 2020 年，缩小 2 万亿美元左右，因此对市场冲击有限。美元

预计 2018 年度小幅上涨，进一步加大大宗商品压力，而小幅利多风险资产表现，全球股市仍将延续震荡上涨。 

2、中国经济短期底部形成通胀温和抬升 

国内宏观经济总体稳中向好，短周期经济底部基本探明，经济质量和效益显著改善；经济新常态下，消

费和出口两翼齐飞成为新动力，绿色、环保、可持续性增长仍是 2018 年度新亮点。预计 2018 年度在 2017 年

度保持 6.8 的增长基础上，全年有望维持 6.6 甚至 6.8 的中高位增长。 

虽然经济有效改善，周期性行业利润增速显著回升，但是 PPI 和 CPI 在 2018 年度仍在低位运行，企业面临难

得发展机遇；我们预计 2018 年度 CPI 整体在 2.5 以下，PPI 全年维持 5 以下。 

我们预计 2018 年度政策组合仍将延续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紧信用宽财政，降杠杆去库存，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资金脱虚向实，M2 保持 10 以下增长。 

3、2018 年度配置建议：股牛债熊，商品买强卖弱。 

预计 2018 年我国利率中枢将震荡上移，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易上难下，预计 2018 年度在【3.5,4.5】之间波

动，汇率逐步稳定双向波动。股市将呈“U”型走势，如突破 3300 则有望冲击 3900；黄金将呈“N”型走势，

全年 1180-1400 波动；大宗商品 2018 年将呈“W”型走势，大箱体强势震荡，两头低中间高，但结构分化明显。 

2018 年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建议： 

（1）股指：短期震荡调整，中期谨慎乐观，买进 IH 卖出 IC；（2）国债：利率中枢继续抬升，中期延续

震荡下跌；（3）贵金属：金银维持区域震荡，黄金强于白银；（4）有色：分化明显，沪铜（看多）>沪锌（偏

多）>沪镍（中性）>沪铝（偏空），高位区域震荡（10%左右）；（5）黑色：本轮上涨即将步入尾声，中期由强

转弱，重点做空双焦以及铁矿石，螺纹钢次之，卷板相对偏强，焦炭下看 1350-1500，焦煤 1000，铁矿石 380-400，

螺纹钢 3000-3200，卷板 3500 以下；（6）能化：PVC 和 PP 震荡下跌趋势，玻璃、甲醇、PTA 震荡看涨，天胶

弱势震荡；（7）软商品：棉花、白糖区域震荡；（8）油脂油料：双粕区域震荡偏强，油脂震荡重心下移，豆

油下看 5500-5600，棕榈油 4900-5000。（9）谷物市场：玉米、玉米淀粉震荡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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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2：2018年中国钢铁市场分析 

主讲嘉宾：汪建华（上海钢联钢材首席分析师） 

观点摘要： 

第一部分：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波澜不惊 

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态势依旧：BDI自2015年12月触底以来持续震荡上行，说明经济复苏态势依旧； 

IMF预计2017、2018年全球经济分别有望保持3.6%、3.7%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增长4.6%、 

4.9%。 

全球经济复苏利好中国出口，预计2018年出口能维持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预

计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望达到6-8%；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 2017年维持8%左右增速，2018年下行至

3-5%增长区间；房地产投资或处在一轮大周期尾部阶段，未来2年或能稳定在0-5%增速。基建投资增速略有

回落，新政治周期有利于缓解基建投资增速回落，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维持在14-16%；消费稳中向好，

预计2018年消费增速超10%。总体而言，2018年中国经济波澜不惊，GDP有望保持6.6-6.8%的增长，CPI

可能在2.5%左右，PPI可能在3%左右。 

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下行压力在减轻，主要原因在于（1）全球经济的复苏在持续；（2）金

融去杠杆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3）产能过剩的状况逐步改善；（4）中国制造业迎来又一个难得的增强竞

争力的繁荣时期；（5）政府换届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第二部分：价值回归的钢铁市场峰回路转 

2017年钢铁行业度过了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进，去杠杆取得重大的成效，环保政策

对市场影响明显，整个行业利润持续增长，价格持续走高，基差不断扩大。 

最近建筑业需求稳中回升、同比大增，对目前市场影响较大。从PMI调查数据看，需求仍有望同比增长。

环保高压态势影响2017年Q4-2018年Q1供需回落，预计影响需求1000~2000万吨，影响供给3000~5000

万吨。导致库存水平不高且加速下降，库销比降至近年历史相对最低水平。 

2018年钢价有可能走出峰回路转的态势。预计2018年钢材需求将略有回落，而钢材供给维持平衡，但

2018年冬季将继续限产，期间阶段性不平衡加剧。因此，2018年钢材均价预计略有抬高，而钢价高点会创近

年新高，。短期煤焦现货价格仍有压力，2018年均价持平。2018年铁矿石进口增速回落，铁矿石平均价格有

望回落，高点和低点也都有可能回落。 

 

主题3：铜价-王者归来序幕已开 

主讲嘉宾：叶建华（上海有色网首席有色铜分析师） 

观点摘要： 

    1、铜原料供应 

2017年，全球铜矿资源供应下降1%，这是铜价走高的一个主要原因。2018年预计铜矿资源将进入增加

的阶段，增幅3%，约65万吨金属量。这个铜资源的增长阶段将在2019年达到高峰，而后由于全球矿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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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在2014年开始下降，矿资源增幅将逐步下降。 

同时，中国的铜冶炼环节产能不断增加，造成中国铜精矿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废铜的进口受到国

家环保政策禁止“废七”类废铜进口、更严格的进口审批制度限制，下降明显。因此铜精矿较高的长单TC难

以为继。 

2、 国产电解铜 

SMM预计2017和2018年中国电解铜产量800和845万吨，增速分别为3.1%、5.6%，其中再生占比保持

在18%左右。2017年新增粗炼、精炼产能分别仅25、50万吨，而到2018年计划新扩建项目产能将分别达到

120、145万吨。粗炼新扩建投放对矿需求逐步增加，矿供给紧张预期增强。 

3、精炼铜净进口 

    铜金融属性下降，融资铜比重保税明显降低。这使得精铜进口持续回落。2017年中国前三季度精铜净进

口减31万吨，洋山铜溢价长期处于低位运行，进口盈利的窗口时间也比以往要长。上海保税库小幅减少2万

吨，相较年初增2万吨。在这个背景下，保税库铜库存逐步成供给压力，风险加大。 

4、铜需求 

预计2017-2019年中国铜消费进入平缓低速增长区间，2017 vs 2016耗铜量增2.58%。分行业看： 

——电力：2017年电力电缆行业产能进一步集中。2017年国家电网计划电网投资额4657亿元，比2016

年计划投资额增长6.1%，比实际完成投资额下降6.4%。从电缆企业反馈来看，电网订单增速有限，今年以来

电网完成投资额增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房地产：2018年拉动的铜消费将下降。 

——空调：由于房地产热潮褪去，对空调需求的担忧提升。 

——汽车：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铜消费可期。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将达到200万辆，用铜量将

增加到10万吨/年左右。 

    5、2018年展望 

展望2018年，中国铜供应及消费都将保持平稳增长，但供应增速略低于需求增长。我们认为2017年中国

铜供需基本上平衡，而到2018年，则供需矛盾有所紧张，大致为紧平衡状态，略有10万吨的缺口。 

2018年铜价将继续保持上涨, 运行区间：LME铜：6200-7500美元/吨，SHFE铜：48500-60000元/吨。 

 

主题4：锌年新气象 剑指30000大关 

主讲嘉宾：陈龙（东吴期货研究所有色金属研究员） 

观点摘要： 

主导锌涨势的核心因素从 2016 年的需求向好转为今年的供应短缺，所以今年行情略显纠结与反复，而

非去年流畅的快牛行情。 

锌供应的复苏进度更多的取决于采矿计划，而非价格。目前全球锌供应的瓶颈在矿的环节，而非冶炼环

节。目前锌价已经超出全球矿山现金成本曲线 90%分位点近 6-7 成，各自矿山现有的采矿计划已非常接近满

产水平。如果除去采矿计划对产量的影响外，现有产能因价格高涨而带来的边际增量基本为 0，甚至会出现



东吴期货研究所 

 

www.dwfutures.com        5/9 
 

上半年自然灾害而带来的突发性减量。所以锌供应端对价格飞涨的更多实质性反馈或者说增量则严重依靠大

型新增产能，这是支撑锌价牛市的一个核心因素。海外矿山产能 18 年新增产能有限，嘉能可复产成为关键变

量。我们判断，嘉能可 2018 年上半年前真实去复产这 50 万吨产能的概率已经大幅降低。 

中国生产 2017 年因环保加剧而减产明显，新产能投产缓慢，2018 年谨慎悲观。2017 年国内锌冶炼产

能计划投产 45 万吨，实际能投产 15 万吨，部分项目移至 2018 年。2018 年新增产能 30 万吨，其中祥云飞

龙为改造，实际新增预计为 22 万吨。 

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全球库存水平下行走势未改、仍在历史较低水平。截止 10 月底 CRU 监测的全球

报告库存继续走低，最新为 87.9 万吨，月度环比下降 1.9 万吨，折算可用天数为 22.54 天，月度环比下降

0.42 天。四季度的环比降幅是过去半年来最低的，我们认为，这与全球显性库存持稳有关，由于当前库存水

平偏低、已经处于历史低位，进一步下降的难度也在加大。但目前基本面供应不及需求，库存缓慢下行的趋

势并未改变。 

需求方面，中国环保加速行业洗牌，镀锌行业产量 2018 年料增速进一步放缓，同时因房地产投资和汽

车产量等终端需求增速放缓影响，今年镀锌板市场整体增速回落明显。总体而言，2016 年需求大年，2017

年需求小年，2018 年看稳。 

我们维持锌价慢牛的观点，理由有 3 点：1、全球和中国经济持续景气，今年北美市场锌消费较好，中国

虽然有所减速，我们预测 2018 年各终端需求增速维持在较高水平；2、只要嘉能可 15 年关停的 50 万吨产

能不复产，锌矿供应增量受限。锌价高出全球矿山现金成本曲线 90%分位点近 7 成，锌供应端大面积盈利、

边际增量非常有限，现有产量受限于已有产能的采矿计划，大型新增产能在 2018 年释放的产量仍有限；3、

2018 年全球锌锭供应仍有缺口，库存仍将维持在低位，目前全球库存可用天数仅为 22.5 天，在低库存的刺

激下，价格易涨难跌。 

2018 年 LME 锌主要价格区间预测：3050-3800 美元/吨，沪锌主力合约价格区间预测：24000-32000

元/吨。 

操作建议： 

1、趋势多单：旺季逢低做多沪锌主力合约，仓位 10%；2、跨月套利：择机做多近月-主力价差；3、期

现套利：有现货资源的投资者，择机做多现货升水；4、跨市场套利：反套、做多沪伦比值。买沪锌主力，卖

伦锌 3 个月电子盘。 

 

主题5：天胶弱势何时休——2018年天胶投资策略报告 

主讲嘉宾：赵文婷（东吴期货能化研究员） 

观点摘要： 

2017年沪胶期货价格整体呈现出震荡下行的态势，主要原因在于2017年全球天胶需求增速不及供应增速。

ANRPC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1-10月，全球天胶产量同比增长5%至1042.9万吨；全球天胶消费量同比增 

长1.1%至1073万吨。预计2017年全球天胶产量同比增加5%至1286.3万吨，较去年增加60.5万吨；全球天胶消费

量同比增加1%至1280.3万吨，供应过剩约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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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应方面看，全球天胶产量仍处于释放阶段。2003-2012年间天胶主产国新增种植总面积（新种+翻新）

持续增加，其中在2010—2012年间新增种植总面积均超过60万公顷，2012年达到最高值67.5万公顷，随后

新增种植总面积持续走低，2017年降低至28.0万公顷。根据橡胶7年种植周期，主产国新增产胶面积在

2017-2019年将会大幅增加。2017年全球天胶总开割面积创下历史记录达到912.4万公顷，相比去年增加36

万公顷或4.11%，连续八年实现正增长且增速明显增加，导致整体供应量增加。总割胶面积保持增长的势头将

延续至2019年 

从进口看，2017年我国天胶进口量保持中高速增长，非标套利推动混合胶受追捧。2017年1-10月，中

国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含胶乳）累计进口量为565万吨，同比增长24.9%（+112万吨）。国内高库存与高进

口量相呼应 

从库存看，国内高库存与高进口量相呼应，持续大幅增加。截至2017/11/17，上期所库存超过51万吨，

仓单41.7万吨，期货库存持续流入且不断创历史新高。截至2017/11/16，青岛保税区库存微增至20.61万吨，

较10月底增加3.57%。区外库存约20万吨，再加上港口、融资隐形库存等，橡胶库存高筑。 

从需求看，国内天胶消费不振，全球增幅低迷。中国天胶消费量占全球天胶消费总量的40%。2017年1-10

月，全球天胶消费量同比微增1.1%至1073万吨；而我国天胶消费量同比减少0.9%。 

2017年1-9月，我国轮胎外胎累计产量为7.2473亿条，较去年同期增长5.8%，增幅放缓；我国出口轮胎

3.5879亿条，较去年同期仅微增0.99%，增速明显下滑。今年1-10月，汽车累计产销2295.1万辆和2292.3万

辆，累计同比分别增长4.63%和4.47%。1-10月重卡累计销量96.34万辆，同比增长70.28%；全年销量破百万

辆已成定局，预计2017年销量将创历史新高至110万辆。重卡带动了配套市场的需求。 

今年重卡销售火爆原因有三：1）921治超新政+国五排放标准升级，带动了重卡置换需求的释放；2）老

旧车辆更新换代；3）PMI持续回暖，货物运输需求的增加推动了物流用户购车需求。 

轮胎中80%被用于替换市场，仅20%用于配套市场。治超+环保督查限产，今年替换胎市场需求受到打击，

因此，火爆的重卡销售对天胶消费拉动却有限。 

展望2018年，全球天胶仍将处于供大于求的格局。预计2018年全球天胶产量或较2017年增长3.7%；全

球天胶消费量或同比增长2.1%，供过于求仍是主要矛盾。 

总体来看，橡胶自身供需基本面缺乏支持单边牛市行情的基础。我国橡胶进口依存度高达85%，供给侧

改革对其供应不会产生影响；而国内下游方面受环保限产+治超新政的影响，抑制了对天胶的需求。供给端无

限而需求端受限是天胶弱势的主要原因。展望2018年，预计沪胶价格或将宽幅震荡。 

 

主题6：卷螺套利投资机会分析 

主讲嘉宾：倪耀祥（研究所副所长兼投资咨询中心总经理） 

观点摘要： 

卷螺价差套利是一个规律性很强的对冲套利策略，适合机构与稳健投资者进行投资。 

卷螺价差季节性规律明显。从现货端看：一季度回落；二季度前期回升，后期走低；三季度前期延续走

低，后期至四季度前期区间震荡；四季度后期上涨。从期货端看：05 合约年前上涨为主，新年后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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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互现；10 合约前半年多数震荡为主，秋季基本走高；01 合约前期多数震荡走高，入秋后上涨为主。 

分析价差的重点，是内在规律的分析。不能按统计回归的简单逻辑去判断。影响价差的主要因素，包括

成本、供需矛盾及其预期、资金博弈，尤其是在换月期间。 

热卷螺纹价差的理论依据：生产成本差。由于热卷生产线相比螺纹钢生产线具有投入大、轧制成本高及

设备维护费高的特点，交易所交易标的品种成本差：100-200 元/吨，一般取 150 元/吨。 

季节性需求变化规律构成热卷螺纹价差季节性波动。螺纹钢春秋两季消费高峰，夏季平稳，冬季萧条。

热卷下游需求春节高峰，秋冬季消费增长持续时间长，整体相对平稳。从下游看：房地产及基建施工 5、6、

7、9 月高峰，夏季平稳，冬季萧条；汽车产销春季小高峰，夏季淡季，9-12 月持续增长。 

但 2017 卷螺价差明显异于往年：一季度回落时间长于往年，幅度大于往年；二季度回升明显晚于往年，

但之后持续上涨直至四季度初；10 月份开始期现价差均出现明显不同于往年的回落走势，至今尚未回升。 

2017 年螺纹与热卷的供需结构性差异明显变化，是导致 2017 卷螺价差走势与往年差异较大。 

需求结构性差异主要表现在：（1）基建投资增速虽有回落但仍高达 15%以上，建筑用钢需求大幅增加。

（2）2017 年汽车销量明显不及预期，对热卷需求增速明显不及 2016。（3）年中梅雨季节及高温影响螺纹

需求。（4）环保限产导致热卷下游加工行业如涂镀锌板、冷轧、不锈钢板等等影响程度高于房地产基建等施

工影响程度。（5）进入 10 月后，环保限产力度略有宽松，工地施工恢复甚至加速，冬季前赶工带来的螺纹

需求强劲，预期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直至北方全面真正进入冬季。这是导致目前 1801、1805 卷螺价差大幅

回落的主要原因。 

从供应结构性差异看，主要有：（1）2016 年底以来行业清理整顿中频炉地条钢，螺纹钢实质性供应减少。

（2）2016 年下半年建筑用钢亏损严重，部分产能向热卷转移，从而使 2017 年上半年螺纹供应进一步减少、

热卷供应增加。（3）环保限产带来阶段性的供应量差异。（4）螺纹线材等库存低于往年同期，热卷则高于去

年同期。且螺纹库存下降速度远超热卷。 

螺纹库存为国庆以来连续第 6 周下降，降幅达-28.8%，远超 2015、16 年同期的-20%、-16%，且下降

幅度仍保持在 35 万吨/周以上。而且 2015、2016 年国庆后第 5、6 周就开始进入回升阶段； 

热卷库存持续温和降低，降幅为-12%，与 2015 年相当，但明显低于 2016 年的-18%。 

2018 年卷螺价差走势展望： 

卷螺价差 1801：目前由于螺纹强势出现倒挂，可能进一步走低。预计 12 月后重新回升，有望回到 300。 

卷螺价差 1805：12 月企稳回升高度有限，春节后回落，采暖季结束后有望回升，区间：-50~300 

卷螺价差 1810：2 季度及 3 季度初区间震荡走高，区间：50~200；后期将持续走高，有可能至 500。 

卷螺价差 1901：3 季度中后期成为主力合约后有望震荡走高，区间 100~300，四季度初或有回落，但 

后期仍有望重新走高，目标有望至 400~450 区间。复制 1801 可能性较小。 

2018 年卷螺对冲套利策略推荐 

1.  一季度末二季度初逢高沽空 1805 卷螺价差。 

2.  二、三季度，可逢低买入 1810 卷螺价差。 

3.  三、四季度 1901 卷螺价差可逢低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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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专家论坛 

主题 I：明年钢材期货走势深层次原因分析 

讨论嘉宾：汪建华（上海钢联钢材首席分析师） 

观点摘要： 

预计目前至明年一季度会持续走高，到三月份之后将会全面回落。 

目前的上涨趋势主要原因是，环保限产导致的供应减少明显超过需求的下降，今年的采暖季限产，估计

会导致 3000-5000 万吨的钢材供应，导致国庆节后无论是社会库存还是钢厂库存都在持续大幅下降，价格上

涨有较强的现货背景。到明年春节前，限产造成的库存下降幅度将很明显，虚拟需求以及实际需求季节性回

升，都会推升价格上涨，而这种影响会持续到明年 3 月 15 日之前。 

但是到了明年 3 月 15 日之后，采暖季限产结束后，供应会全面增加，而实际需求预计不及今年，黑色

将逐步全面回落。所谓峰回，下跌空间预计会有 1000 点，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明年的低点和今年差不

多。随后的价格会再反弹，高度可能接近 2017 年初的价格。 

目前的判断是基于现在的条件做出的判断，我们会随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及时的判断，供大家参考。 

主题 II：明年铜期货走势的关键因素 

讨论嘉宾：叶建华（上海有色网首席有色铜分析师） 

观点摘要： 

    总体而言明年铜市场的主要矛盾是矿资源的增长不及冶炼产能的释放，同时废铜进口将因为环保政策而 

进一步受限，而下游终端需求平稳增长也为价格走高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SMM 预测，2018 年全球铜精矿供应增量为 65 万吨，2018 国内新增粗炼铜计划产能 120 万吨，实际 

落地项目预计合计 90 万吨。考虑项目落地时间的先后，新增产能铜精矿需求量会有一定的下降，再考虑到废 

铜进口限制会加大对铜矿的需求，因此预计明年铜市供需将维持紧平衡态势。SMM 对于 2018 年全年长协 

TC 的预测区间为 87-90 美元/吨。 

就铜价而言，整体重心将继续上移，预计 LME 铜区间为 6200-7500 美元/吨，SHFE 铜为 48500-60000 

元/吨，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波动规律。 

主题 III：2018 年能化市场投资机会 

讨论嘉宾：吴文海（东吴玖盈能化部总经理） 

观点摘要： 

一、短期能化商品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供需面利好，年底到春节前步入季节性消费淡季，能化商品整体

调整压力大，可逢高沽空。 

二、PTA 供需面大幅好转，明年二三季度预计会走出一波趋势性上涨行情，价格上有望突破 6000 元大

关。今年 PTA 下游聚酯需求超预期，全年保持超高开工，PTA 的社会库存基本被消化殆尽。重新累库存需要

较长时间。尽管 PTA 有三套新老装置在 11-12 月前后投放，但聚酯新增产能多和 2018 年起废瓶片禁止进口

带来的 PTA 增量需求能够消化掉新增供给量。后市利用春节前后 PTA 市场季节性调整之机，逢低中线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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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橡胶中线做空明确。国内橡胶库存压力巨大，2018 年难以消化掉，转机在 2019 年才会出现，反弹

是做空机会。 

四、废瓶片禁令将给 2018 年原生涤纶短纤行业带来需求利好，涤纶短纤行业景气度预计在 2018 年聚酯

子行业里最高。可关注主业是涤纶短纤的上市公司股票投资机会。 

主题 IV：期权的影响 

讨论嘉宾：万崧（东吴期货研究所场外衍生品部经理） 

观点摘要： 

场内期权这几年会陆续推出，从 50ETF 期权看，目前比较成熟，已经成交量主力合约有几十万手，期权

做市商交易量下降到 40%，但是商品期权还不行，流动性低，做市商定价为主，前期推出的农产品期权波动

不大，所以赚钱效应不明显，明年推出的铜和 pta 期权是工业品，预计参与度会比农产品好，至于是不是会

不利于散户好不好说，目前商品期权上私募机构并没有大规模参与，不用太担心，对散户而言还是把握好方

向参与，毕竟期权杠杆更高，波动率上关注隐含和历史波动率差异，策略不用搞复杂，组合策略流动性不好

的情况下对机构也比较难进行。 

主题 V：2018 年贵金属市场投资机会 

讨论嘉宾：万涛（东吴期货股指暨贵金属研究员） 

观点摘要： 

2018 年美联储缩表计划和加息路径节奏主导金银价格中长期走势，地缘政治危机短期扰动价格走势。 

全球发达国家央行宽松政策逐步转向收紧，美国加息+缩表两不误，货币收紧将延续，欧洲释放“偏鸽派”

货币缩减，预计今年维持适度宽松；日本继续贯彻超宽松货币，欧日经济复苏相对弱于美国，美元将现小牛

行情。保守预计 2018 年美联储加息 2-3 次，上半年首次加息时间为 3 月-6 月期间。下半年从 9-12 月，美

联储或加快加息步伐和缩表进程，前提取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韧劲和通胀上涨的可持续性。 

金银供需平衡呈现差异化，金银比价或由高转跌。三季度黄金需求放缓，供应端长期将下滑。金银比价

短期上涨中期看跌。 

目前美国渐入加息和缩表的货币收紧背景下，同时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下降，国内外金银或呈现弱反弹

走势。地缘局势不稳间歇式支撑金价，大类资产资金配置以对冲市场不确定性需要。美国中期选举年中举行，

预计 6月至8 月期间贵金属将迎来年内第二波涨势。预计 2018年国际金价将介于 1100-1400 美元区间交投；

国际银价将介于 14-22 美元。国内沪金介于 260-290 元；沪银介于 3600-4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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