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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贸易战第二次互相加征关税对相关期货品种 

      影响分析 
 

自 6 月 15 日美中先后宣布对对方首批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进口关税，于 7 月 6 日

正式开始实施，正式拉开中美贸易大战序幕后，双方经过多轮博弈与酝酿，9 月 18 日市

场关注已久的第二轮互相加征关税终于来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

品加征 10%的关税，9 月 24 日生效，明年 1 月 1 日起将 10 税率提高至 25%。之后中

国亦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 5207 个税目、约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或 5%的关税，

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 12 时 01 分起实施；如果美方执意进一步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中方

将给予相应回应，有关事项另行公布。同时，中国在世贸组织追加起诉美国 301 调查项

下对华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实施的征税措施。 

美方此次加征关税名单中的项目与此前出现较大差距，关税清单删除了智能手表和

蓝牙设备，此外还删除了自行车头盔、高脚椅、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婴儿护栏和某些工

业化学品。修改后的清单包含大量纺织品等消费品、进口的海鲜、农产品、水果、日用

品、家具、照明、轮胎、化工、塑料等商品，较 7 月发布的初步目标清单删减了 300 项

细目，但没有新增任何商品，涉及到的中国出口商品价值保持在 2000 亿美元不变。 

中方征税范围食物到生活用品、生产资料均包含其中，农产品、食品、皮革、木材，

以及多项建筑材料，金属原材料、化工产品，同时也包括路由器、交换器等多项机电产

品。还有从美国进口的肉类、海鲜、浆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叠伞、鞋靴、帽子、

厨房用品，生产资料如玻璃、不锈钢材等。其中加征 10%的关税商品有 3571 个税目，

主要包括太阳能电池、砂糖、棉制男式运动服、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键盘、鼠标

器、自动柜员机、锂离子蓄电池、电动剃须刀、微波炉、电烤箱、路由器、铅笔、圆珠

笔芯、圆珠笔、牙刷、巨、大、中型计算机、联合收割机、字典、百科全书、牙线、牙

膏、漱口剂等。加征 5%的关税商品有 1636 个税目，主要包括玉米淀粉、婴儿尿布及尿

裤、跑步机、太阳镜、番茄汁鸡胸肉、机动车辆用坐具、听诊器、假牙、注射器、车门、

座椅安全带、数字式移动通信交换机等。 

此次中美双方互相加征进口关税，依然对中美双方乃至全球金融与商品期货市场都

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不过由于此次加征关税前美中已经经过多轮博弈谈判，市场对此尤

其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市场表现又将会有何种特点？我们再次结合金融与商品期

货各板块品种的内在特性，分析此次贸易大战的影响机制及其程度，继续尝试发现规律、

寻找投资机会，形成以下分析策略报告，以供广大投资者参考，规避风险，把握机会。 

具体建议如下页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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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影响与大类资产配置 

（一） 贸易战新一轮加征关税宏观面解读： 

1、本轮加征关税从 9 月 24 日起对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2019 年 1 月 1 日增加至 25%，中间有

些商品美国进口企业可以申请关税减免；应该说，比市场预期乐观，没有一下子就直接提高至 25%，但毕竟还

是加征了，对我国出口以及下半年 GDP 会产生小幅利空，按照国君宏观测算，预计拉低 GDP 增速 0.2-0.3%； 

2、在美国加征关税同时，我国对美国 600 亿美元进口商品也从 24 日 12 点加征 5-10%关税进行反制，表明

了我国政府坚决捍卫自身利益，并且通过 WTO 上诉来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我国继续进

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11 月份在上海将迎来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以正义对抗霸权主义。在国内宏观政策

方面也是组合拳频频出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使经济转型升级，确保全年经济增长稳定在 6.5 以上，货

币政策相对宽松，从货币合理稳健转向“合理充裕”；财政政策进一步积极，昨晚再次强调税改不增加企业负

担，未来有降低社保税率可能，减税不但落地，释放消费潜力； 

3、美国对中国贸易战，更多是川普政治作秀的需要和国际贸易战上的赌博行为，没有从国际贸易历史变革和

结构分工寻找美国贸易失衡原因以及改进措施，而是挥舞贸易战大棒打击中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信川

普在中期选举前可能维持现有征收关税税率不变，赢得选民支持，而中期选举后可能松动，与我国政府进行谈

判协商；当然，由于政治需要，川普不排除“对中国另外 2670 亿美元商品随时加征关税”。 

（二）对我国经济、股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影响： 

我国经济下半年面临不小压力，但是困难倒闭改革和减税，全年经济维持 6.5 以上完全没有问题；股市在

利空靴子落地之时，有望至暗时刻过后步入震荡反弹，建议逢低做多基建、周期性行业以及上证 50 蓝筹股；

大宗商品阶段性下跌之后转入震荡，黑色系有望延续反弹，整体分化明显，多关注基本面供需状况，豆类涉及

进口方面品种轻微利多，中期逢调整积极入多！ 

 

二、金融与商品期货 

（一）股指期货：短期继续寻底，10 月中旬或有反弹 

1、简要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将对价值约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关税。中美贸易争端消息落地，

引发市场出现短线反弹修复行情。但是，当前制约市场风险偏好提升的因素并未明朗，市场仍将在底部区域维

持震荡格局。昨日成交量有所回升，当前市场各项指标比较低迷，持续反弹需要有外力作为催化剂。对于股指

而言，外部消息变化和市场信心恢复程度是判断中期市场见底的指标。预计 10 月中央会议临近，政策利好预

期，对股指带来一波阶段性反弹。 

2、策略建议：投资者控制仓位；三大期指空单 10 月上旬前维持偏空思路，稳健投资者空单部分减持。 

 

（二）豆类：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势必对于国内豆类市场来说，尤其是粕类品种形成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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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要分析： 

9 月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的关税，9 月 24 日生效，明年 1 月 1 日起

将 10 税率提高至 25%。随着本轮 2000 亿美元的征税措施出台，那么对于中美即将举行的双边贸易谈判也就

不抱和解的预期，中美贸易战短期内并不会结束，而且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目前中美贸易战的发展符合我们

之前的预期，至少在 11 月美国中期大选结束之前，中美贸易战将继续进行。 

受此影响，周二早盘国内豆类市场整体跳空高开，但幅度不大，在 1%左右，主要因为市场对本轮美方加

税早有预期。在 9 月初的时候，美方已经在散布消息称将于 9 月份对中国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只是具

体时间未定。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势必对于国内豆类市场来说，尤其是粕类品种形成利好，因为贸易战导致

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成本大幅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虽然目前中国仍然可以从巴西进口不加

征关税的大豆，但贸易战同样会导致巴西大豆升贴水提高，也会提高巴西大豆的进口成本。而且到了 10 月份

之后，巴西大豆售罄，届时中国将没有其他进口来源，只能被迫进口加征关税后的高价美国大豆，而且进口量

势必也会大幅下降。根据目前船期预报，11 月大豆进口量为 590 万吨，12 月进口量为 560 万吨，1 月进口量

为 280 万吨，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46%，预计在 10 月份之后我国大豆供应将面临巨大缺口。因此，随着时间

的推移，中美贸易战对国内豆类市场的利多影响会越来越明显。 

 

2、策略建议：操作上，我们仍然建议继续逢低买入豆粕，中线持有，止损为前低 3077。 

 

（三）钢矿：直接的影响有限，间接在中期对钢铁产品内需起一定拉动作用，对铁矿石形成支撑。 

1、简要分析： 

特朗普政府宣布新一轮关税，将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关税。10%的新关税将于 9 月

24 日生效，到年底税率将提升至 25%。中国已表示将对美国进口商品采取加征关税的报复性举措；在此之前，

美国已对价值 5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很快将被加征关税。 

从直接的影响上来看，尽管中国生产了全球约一半的钢铁，但中国大陆仅排在美国钢铁进口来源地的第 11 

位，美国也并非中国大陆钢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仅排在第 26 位。去年我国出口的钢材仅占粗钢产量的不到 

10%，而其中直接出口到美国的钢材仅占我们出口订单的 1.4%，但不排除有很多钢材是出口至东南亚后，再

运往美国。因此美国对中国钢材征收高额关税，会影响从中国的直接进口，但对于转口贸易的钢材影响不大。

而且从目前中国钢铁产品的出口结构来看，我国的出口钢材产品主要以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工业板材产品为主，

低端的建筑钢材较少，根据我们的跟踪，目前出口的利润还是在微利和微亏之间摆动，大量出口的驱动力不强，

因此今年出口的钢铁产品量还是保持低位，没有改善迹象。 

但从间接影响的角度看，可能会在中期对钢铁产品的内需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我国通过长期的政策调整，

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经逐步降低，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可能会更加侧重于国内需求的

挖掘，8 月开始国家对基建项目的审批力度加大可以说明问题。而我国政府也明确表态，我们要以全方位的开

放来抵抗美国贸易战对我们的影响。因此，在对美出口和投资受阻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出口、投资目

的地，这或将带来“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和国内基础建设投资的增加，对建筑钢材来说可能在中长期形成需求

拉动。而从汇率角度来看，目前人民币相对前期已经有幅度不小的贬值，但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外汇储备也不

能持续减少，然而一定程度的贬值有助于对冲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因此，中短期来看，人民币可能会保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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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贬值状态，对于以美元计价的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来说，将会在价格上形成支撑，加上目前铁矿的港口库存

情况在改善，下方的成本支撑也很显著，因此，贸易战影响下的铁矿市场不宜过分悲观。 

 

2、策略建议：观望。 

 

（四）焦炭焦煤：影响有限 

 

1、简要分析： 

（1）直接影响：中国年焦炭出口量约 1000 万吨左右，其中日本约占 27%，印度约占 23%，出口其他国家绝

对量较小，且十分分散，与美国基本没有贸易往来。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种类齐全，但炼焦煤资源相对匮乏，

尤其是优质炼焦煤更为稀缺，焦煤有一部分进口，2017 年我国累计进口炼焦煤 6935 万吨，进口主要来自于

澳大利亚、蒙古、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其中来自美国的仅为 284 万吨，占比 4.1%，美国提升关税，对焦

煤有一定的利多，但整体而言直接影响有限。 

（2）间接影响：中国虽然作为主要的钢材出口国，但从 2017 年开始，国内钢材价格高位运行，国内外价差

缩小甚至出现倒挂，以及钢铁贸易摩擦频发和相关惩罚性关税征收的影响下，出口量逐步下滑，2017 年中国

出口钢材合计 1.08 亿吨，其中直接出口至美国的钢材仅 118 万吨，占总出口比重 1.1%，排名 18 位，因此

美国对中国 2000 亿美元商品增加关税对钢材价格影响很小。不过由于中国主要钢材的出口国和美国主要钢材

的进口国较为重合，因此美国对钢材制品加征关税会间接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跟进上调关税，从而导致我国钢

材出口受损，钢材价格下跌，作为钢材的上游，双焦价格也会承压下行。 

因此，目前看中美贸易战对双焦的影响有限，双焦走势主要受基本面影响。焦炭方面，多数焦企普遍落实

100 元/吨的降幅，虽第二轮“环保回头看”督察组入驻汾渭平原，但近期环保检查有所放松，产量有一定提

升，钢厂对市场看跌情绪浓厚，部分钢厂开始控制到货量，港口贸易商出货明显加快，短期继续调整。焦煤方

面，吕梁地区受环保检查、运输受限等多方面影响，目前当地主焦煤供应偏紧，部分煤价持续走高，但焦炭价

格开始走弱，焦企采购意愿有所放缓，蒙古通关车辆维持高位，目前上调已显乏力，短期震荡为主。 

 

2、策略建议：观望 

 

（五）动力煤：直接影响有限，阶段性利多 

1、简要分析：直接影响：中国从美国进口动力煤有限，且质量相对较差，属于第一次加征关税范围。从实际

看已轻易被其他国家替代。不影响进口总量。间接影响更为利多，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国家正在

出台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各类基建项目获批，对钢铁、水泥以及化工的需求有一定的增量，从而拉动对动

力煤的需求。再叠加采暖季逐步靠近，动力煤阶段性上涨趋势可期。 

 

2、策略建议：逢低中线建多单。 

 

（六）原油：无显著影响，沥青：无关。 

1、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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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中方再次公布对美报复性关税清单中删除了原油这一选项，因此时隔两个月后，8 月联合石油又开始

向美国预定了 10 月原油的船货。所以在原油方面，贸易战并无显著影响。但是 LNG 仍然在清单当中，可以预

见，11 月 6 日美国中期选举前，10%的关税战无法避免。届时国内冬季天然气供应短缺，关税的影响将令从

美国进口 LNG 成本过于高昂，将推高国内天然气的供应价格及其他化工产品如合成氨、尿素等价格。 

沥青： 我国与美国基本无沥青贸易往来 

附：2017年全年，我国进口原油总计4.2亿吨。其中，自美国进口668万吨，占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1.59%，

占美国原油出口总量的 10%左右。进入 2018 年，我国已经加大了进口美国原油的力度。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

显示，2018 年前 4 个月，从美国售往中国的原油和凝析油为日均 33 万桶，较去年同期新增 12 万桶，出口额

同比增加 12 亿美元，至 23.9 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两倍。 

 

（七）PTA：利空靴子落地 

1、简要分析： 

此轮美国对中国 2000 亿美国商品加征 10%关税属于利空靴子落地。实际情况来看，从中国出口

到美国的 PTA 产业链产品中，在征税清单中的涤纶长丝出口美国总量仅约占全国产量的 0.57%，原生

涤纶短纤出口美国的总量约占产量的 0.8%，合计影响量在 20 万吨左右。 

而征税清单中后期产生潜在影响的是对出口至美国市场的服装进行加税，据统计，2017 年中国纺织

品服装出口额 2,686 亿美元，其中对美国全年出口额占总额的 17%接近 500 亿美元，这对服装终端需求将形

成直接负面影响，但因服装属于重要民生产品，特朗普政府在此次加税清单中暂时免除了服装项目，因

此总体来看此轮征税清单主要将对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造成主要影响，评估上其他小众聚酯产成品预计

总体涉及到 20 多万吨的聚酯消费量，占今年聚酯表观消费量的比重为 0.6%左右。 

预计此轮美国对中国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对 PTA 市场影响相对有限，当前 PTA 市场主

要运行逻辑在于前期畸高的 PTA 现货价格破坏了终端聚酯纺织品需求结构，聚酯及织造降负荷力度加

强扭转了前期强势的 PTA 供需局面，短线尚未看到终端需求萎缩的趋势扭转，因此 PTA 期现价格仍有

向下震荡调整压力，但鉴于当前 PTA 上下游产业链利润结构已回归合理，10 月份 PTA 工厂仍有新一

轮检修，聚酯检修力度加大后，聚酯到织造环节的供需格局转好，终端需求在十一国庆节后仍会有一波

释放，11 月底前整个产业链供需格局有望再度趋紧，对应 PTA 期货价格有望止跌大幅反弹。  

 

2、策略建议： 

建议已有空单双节前逢低止盈，激进投资者可在月底关注 1811 合约的逢低做多机会。  

 

（八）甲醇：成本利多下游需求利空，综合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1、简要分析： 

（1）我国向美国进出口甲醇较少 

中美两国贸易战以来，双方已经进行了多轮关税制裁，甲醇的关税出现在中国的反制措施中，中国

对美国进口甲醇加收 25%的关税。据统计 2017 年甲醇国内产能在 8000 万吨，产量 4510 万吨，进口

814 万吨，出口 12.7 万吨，表观消费左右 5311 万吨左右。可见甲醇的进口依存度并不是很高，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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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货源中，2016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甲醇 26 万吨，2017 年下降至 8 万吨。出口方面，中国出口至美国

的甲醇量接近为 0，所以综合来看，中美的甲醇贸易量很小，对甲醇的影响并不大。 

（2）进口成本和下游或对甲醇有间接影响 

甲醇进口换算涉及汇率问题，自下半年汇率贬值以来，甲醇进口成本高位，且持续高于华东价格，

这对整体甲醇价格起到支撑作用。 

另外，甲醇下游产品，包括乙烯丙烯等其他聚合物也有部分出现在关税清单上，下游产品的进口格

局变化会反过来影响甲醇需求，短时间内影响尚未体现。 

 

2、策略建议：观望。 

 

（九）塑料、PP、PVC：不利于下游塑料制品出口，对聚烯烃、PVC 偏利空。 
 

1、简要分析： 

首先贸易战对 PE、PP、PVC 进口供应影响有限。国内部分 PE 进口自美国，但基本可以通过物流

调整规避关税。但需求端的影响就大的多，聚烯烃的终端产品多是日常用品，此次清单中涉及到的日用

品及塑料制品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利空需求。2017 年国内塑料制品产量 7515 万吨，出口量 1168 万

吨，其中约 30%出口到美国市场。同时聚烯烃作为包装制品的原料，像包装膜等产品，清单中没有明

确的规定，但必然也会间接受到影响。据估算这部分能有 130 万吨左右。两项合计中国聚烯烃制品涉

及出口美国的总量预计 300 万吨，约占中国聚烯烃制品总量的 6%左右。 

PVC 方面，PVC 主要下游管材型材还是以国内消费为主，下游制品出口量比较大的有 PVC 地板。

2017 年 PVC 地板出口至美国有 138.9 万吨，按 40%的 PVC 含量算折算涉及到 55 万吨 PVC；其他 PVC

软制品出口量忽略不计。不过今年 9 月 5 日出台的《关于提高机电文化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中将

部分 PVC 制品的出口退税率由 5%提高到 9%，有望缓解出口压力。 

总结，美方对我国 2000 亿关税对 L、PP、PVC 下游制品造成打击，人民币汇率贬值、增加出口退

税会缓解一定压力，具体影响需要进一步跟踪出口商的反馈和出口数据。 

 

（十）铜铝：短线反弹，中线偏空 

1、简要分析： 

铜：周一美国政府宣布从 9月 24日起对来自中国的 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并从明年起上升至 25%。

市场认为中美新一轮关税争端没有预期严苛，靴子落地后铜价出现反弹，结合节前备货需求旺盛以及提保效应，

反弹力度较强。但节后铜价仍面临着较强的回落压力。1，做为全球最大铜消费国的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背景下，内外需都趋于减弱。中国前期刺激政策逐渐退出，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控，汽车、

主要家电销量 7 月开始同比转负增长，克强指数连续两个月下滑。国内虽财政与货币政策边际放松，但在去杠

杆大方向不变的情形下，基建、消费的潜在增长对工业品需求的带动作用预计有限。美国中期选举后，即使中

美贸易磋商取得进展，对铜价的提振作用有限，因为中国经济本身仍将处于下行周期。2，全球主要经济体逐

渐退出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持续宽松政策。尤其是美国，美联储今年已经加息两次，市场预计今年还将继续



东吴期货研究所 

 

www.dwfutures.com                          7/ 8 
 

加息两次。美元流动性的收紧导致对其深度依赖的新兴市场承压，市场风险偏好收紧，货币贬值，资本外流，

这些国家债务危机加重，对工业品的需求减弱。3，全球铜矿供应整体仍将充裕，基本面矛盾不会突出。 

铝：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但短线铝价受影响不大。目前境内外氧化铝价格均出现供应改善，价格涨势受阻，基

本面转弱。但预计铝成本端向下空间有限，仍将对期铝价格形成支撑。目前国内铝行业生产完全平均成本高于

现货价格，抑制新增产能投入运营，但价格上涨亦缺乏推动力，因下游需求偏弱，难以消化价格大幅上涨。中

期来看，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对铝价形成负面影响，进一步抑制全球需求，预计铝价震荡偏弱。但在此期间需

关注巴西海德鲁氧化铝企业复产情况，美国对俄铝制裁进展，以及美铝西澳工厂罢工进展。 

 

2、策略建议：国庆节前观望，节后逢反弹抛空。 

     

（十一）棉花：较为利空 

1、简要分析： 

根据清单，纺织服装产品税号达 1000 余个，涉及绝大部分纺织原料、半成品以及少量服装附件产

品，主要包括 HS 分类下的 50 章至 60 章、65 章及 71 章部分内容。17 年，中国出口上述产品至美国

的规模达到 60.1 亿美元，占中国对应出口量的 6.5%，占美国对应品类进口量的 31.7%。 

2000 亿美元加征基本落地，加征幅度为 10%。从目前的幅度来看，人民币的贬值可以抵消部分加

征关税的影响。然而，该项关税举措或存在将加征幅度上调到 25%的可能，更糟糕的是，若贸易战继

续恶化，服装类出口或受到波及。 

从需求端看，多头持续担心美中贸易战不断加剧将削弱中国对美国棉花需求。今年从 8 月 10 日以

来棉纱销售从广东市场开始内销停滞，面料外销定单奇缺，目前纱厂贸易商争先抛售已经开始下跌模式。 

从供应量看，今年棉花从减产预期转向增产，新棉陆续上市，现货充足。加上国储库存以及巨额仓

单，现货市场变的更为充裕。 

短期供需缺口不是很明显，市场可能需要时间去消化现有存货的压力。棉籽价格可能会受近期棉价

下跌的影响，下方的支撑位需要通过轧花厂收购棉籽成本衡量。后期的上升动力在于棉籽价格和下游需

求走旺，以及供需缺口矛盾凸显。 

 

2、策略建议：逢高做空。 

 

（十二）天然橡胶：利空。 

1、简要分析： 

9 月 18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于 9 月 24 日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关税，到年底

税率将提升至 25%，贸易战靴子落地，沪胶期价未受到拖累，表现较为抗跌。  

在此之前，美国已针对 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关税，其中涉及到的轮胎为航空胎，而航空

胎在我国轮胎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因此对于我国轮胎生产企业影响相对不大。然而本次征税清单中

包含几乎所有轮胎产品以及橡胶制品，尤其是我国两大类主要轮胎产品——乘用车胎和卡客车胎也涉

及其中，这势必对我国轮胎输美量造成一定冲击，从而一定程度上拖累我国轮胎出口增速。轮胎出口市

http://www.chinagrain.cn/m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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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在我国轮胎下游需求中占比 40%以上，虽然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频频，但是目前美国仍是我国第一

大轮胎出口目的地，占比约 13%。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加深且扩大化，将会加重市场对轮胎出口形势的

担忧。在内需表现不佳，外需又受到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天胶下游需求难有亮点。  

而从天胶供应端来看，9 月到来年 1 月主产国正处于旺产季，天胶产量放量预期较强；同时，国内

社会库存居高不下，天胶整体供应宽松过剩。在高供应、高库存以及弱需求的情况下，叠加外围宏观预

期偏悲观，中期来看，沪胶期价难有亮眼反弹。 

 

2、策略建议：建议远月合约以逢反弹沽空思路对待。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东吴期货制作及发布。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对本报告进

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及用于其它用途。 

本报告在编写时融入了分析师个人的观点、见解以及分析方法，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东吴期货的立场，所以请谨慎参

考。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 

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