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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期货 2019 年国庆长假前留仓建议 
 

 

 

 

2019 年国庆长假即将来临之际，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大多处于反弹后遇阻振荡之

际。今年正值我国七十年大庆，举国欢庆之际，金融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走势将会如

何变化，又可能有何种投资机会？ 

中美贸易大战已进行一年有余，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已有明显的影响。其中直接依

赖进出口的品种，以及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使得需求减弱的品种，以及股指等等，都产生

较大的影响。美联储降息，中国降准的同时 LPR 温和下调，欧洲经济依然疲惫，英国脱

欧困局依然看不到妥善解决的迹象，中东危局险象环生……。多重因素叠加作用于整个

市场。因此，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市场的风险依然较大。国庆前后，国家环保、安全生产

政策必然会继续执行，尤其是今年为 70 年大庆，政治意义更为突出。当然经过多年经

验的丰富，政策也比以往更为科学、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国庆前后正值

工业品秋季旺季，节前严控、节后调整的因素很可能对市场供需产生新的不对称影响。 

为更好地帮助广大投资者规避风险把握投资机会，我们根据宏观与各主要商品与金

融期货品种的特性，本着以规避风险为前提、适度参与把握机会的原则，制定投资策

略，提出了 2019 国庆长假前的留仓建议，并配以简要分析，以供大家参考。 

具体建议如下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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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期货市场主要品种 2014-2018 年国庆长假前后涨跌情况一览 
 

注：涨跌幅根据国庆长假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与长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 

从上表可见，在最近前五年的国庆长假前后各品种涨跌特征如下： 

1． 多数品种涨跌互现，波幅基本较为稳定，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品种在不同年份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如白银和化工品等； 

2．螺纹、热卷、股指、豆油、甲醇、LLDPE、镍上涨概率较大；动力煤、国债下跌概率较大。有明显的季节性规律。 

当然，以上仅是历史统计数据情况，并未从走势内在逻辑加以分析，仅供参考。 
 

 

 

二、宏观策略及相关风险因素揭示： 
 

（一）主要影响因素简析： 

9 月份美联储年内第二次降息，中国央行选择定向降准，短期内 LPR 下跌空间不大，货币相对松紧适度，预计国庆节前后市场流动性一般，因此美元指数

延续强势，人民币小幅走低，而近期公布的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不佳，令大宗商品面临进一步调整压力；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国内节日消费拉动，都

令通胀担忧升温；因此，长假期间，国际股市、大宗商品都面临一定调整压力和大幅波动风险。 
 

（二）大类资产配置建议： 

建议留仓方面，适当持多贵金属以及农产品豆类，工业品建议短线空单减磅，股指多单减磅，国债保持观望！ 

 

 



东吴期货研究所 

 

www.dwfutures.com   3/8 
 

三、国内期货市场主要品种 2019 国庆长假留仓建议及简析 

行业品种 留仓方向 留仓仓位 相关基本面综述 风险点 

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不持仓 0% 

9 月中旬，在诸多利好兑现（存款准备金率下调、LPR 利率下降、富时等

机构提升 A 股纳入因子带来巨量外资增持）的情况下，A 股未见上涨，已经

体现了市场的弱势。三季度以来，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市场主流媒

体预计 Q3GDP 或跌至 6%。加之央行否定了跟随美欧施行降息或量化宽松，

依然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国庆维稳行情过后，市场走势将重回基本面。而

本周初大盘的下跌，也反应出市场对此的谨慎预期。短期基本面制约持续上

行，市场在主升浪初期仍可能折返跑，反复盘整。 

    根据过去十年国庆节假 A 股市场走势表现，国庆节前 5 个交易日，有 6

次是下跌，上涨概率仅为 40%，而节后 5 个交易日，有 8 次是上涨，上涨概

率达到 80%。操作上，稳健投资者临近国庆节前空单部分减持或平仓了结；

激进投资者多单临近节前一日少量参与，注意止损止盈。 

国际政治事件动荡加

剧，中美贸易制裁再

升级，美欧股市短期

下挫，致使流动性紧

缺 

国债期货：不持仓 0% 

下半年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政策上将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以此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对经济下行，而货币政策保持目前的宽松状态，暂时不

会大幅放宽货币政策。10 年期国债利率从年内高点 3.4%附近下行到 3%附

近，下行幅度已经包含了经济下行预期，而目前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会增

加利率债供应，对国债略利空。目前目前 10 年期国债利率在 3-3.1%之间波

动，继续大幅下行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中美将在 10 月初继续进行贸易谈判，

会否有成果十分不确定且谈判结果将影响市场风险偏好。 

因此建议国债期货投资者假日期间空仓观望。  

 

贵金属 沪金沪银: 不持仓 0% 
9 月以来，贵金属出现冲高回落盘整局势，最近一周止跌有所企稳。美联储如

期宣布降息 25 个基点，为年内第 2 次降息，但未明示货币转向宽松。此次降

伊朗局势恶化或升

级，特朗普‘弹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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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主要是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低通

胀压力。截止上周五，SPDR 黄金 ETF 持仓量较前周五转为增加 19.64 至

894.15 吨；Ishares 白银 ETF 持仓量较前周五继续减少 122.18 至 11678.53

吨，显示机构投资者对金银前景持观望或偏空态度。节假前，建议投资者离场

观望。                                                                 

件紧张或带来的避险

需求；英国退欧硬着

陆、离岸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单边波动。 

 

 

 

 

 

 

 

 

有色金属 铜：不持仓 0% 

预计短期铜价将呈震荡走势。近期主要经济体公布的制造业数据萎靡，基本

金属市场需求端担忧上升。周一公布的欧元区 9 月 PMI 仅为 45.6，大幅不

及预期和前值，连续第八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创 2012 年 10 月以来的最

低水平。其中，欧洲火车头德国受出口和汽车行业不景气拖累，制造业 PMI

创 2009 年以来新低，且连续 9 个月低于荣枯线。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是，欧元区制造业持续低迷之际，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制造业影响

的服务业而今独木难支，衰退开始向服务业蔓延。欧元区 9 月服务业增速

已经放缓至 2014 年以来最慢。亚洲地区的 PMI 指标也不容乐观，日本 9 月

制造业 PMI 从上月的 49.3 降至 48.9。多年来用于预警全球经济的"金丝雀"

韩国的出口暴跌超 20%。美国 9 月的制造业 PMI 从 50.3 升至 51，虽然有

所增长，但却出现了近十年来的首次工作岗位缩减。服务业形势相对严峻，

9 月服务业 PMI 从此前的 50.4 降至 49.1，跌破荣枯线，创出金融危机以来

最低水平。中美贸易争端近期虽有所缓和，但要在 10 月初举行的第十三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完整协议”的可能性仍不大。全球各国纷纷推出

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目前看效果有限。我国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中国的货

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国内近期推出超预期的强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不高。偏

低的全球显性库存仍对铜价构成支撑。 

9 月 30 日中国 9 月

官方制造业 PMI 大

幅偏离预期值。 

中美贸易谈判前景发

生超预期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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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不持仓 0% 

短期维持震荡偏弱看法。近期公布的社会库存数据显示因多地出入库皆录得

增量，电解铝去库存速度较慢。中国 8 月氧化铝产量为 604 万吨，为去年

10 月以来最低位；电解铝 8 月产量 297 万吨，同比下滑 0.3%，供应受两大

铝厂遭遇扰动而下降。但铝价持续处于高位，市场担忧新增与复产产能投放

将加快。外盘因全球经济数据疲弱，伦铝处于下行过程中。短期国内旺季消

费受环保限产而略后移，而中期不容乐观，期铝总体仍将呈近强远弱格局。 

建议观望。 

国内重污染天气增

多，铝厂或下游铝加

工企业出现政策性限

产、停产。 

锌：不持仓 0% 

短期预计维持弱势震荡格局。宏观面上，近期中美贸易问题仍处于磋商阶

段，叠加全球降息反映经济下行担忧，宏观风险也会成为影响因素。另外，

近期美国、欧元区公布的数据不及预期以及英国最高法院裁决约翰逊暂停议

会不合法且无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全球避险情绪逐步升

温。基本面上，目前北方环保限产政策频出，接下来进入国庆期间锌市恐面

临供需两淡的局面，锌价在限产支撑与宏观不确定性中宽幅震荡。 

建议观望。 

 

镍：不持仓 0% 

短期预计维持高位调整。走势上看，不锈钢期货本周上市，市场波动也有所加

大，300 系不锈钢再度大涨，但沪镍相对走弱。基本面上看，印尼禁矿落实之

后，镍价有所回落，市场焦点逐步转移至产业基本面的供需上。国内镍铁有新

增产能的投放，下游不锈钢厂继续挺价，目前的高成本令钢厂利润承压，而库

存仍在高位，消化缓慢。 

消息面上，有传闻称国庆节前，不锈钢企业将补充镍库存，该消息如果属实可

能抬升镍价走势。总的来说，当前镍市利多利空因素交织，本周作为四季度前

的最后一周交易时段，或是观测四季度行情最关键的窗口期。 

操作上，建议暂时以观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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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工品 

原油：不持仓 0% 

沙特提前恢复产能的消息令此前上涨的幅度填平，当前市场受到中东地缘不

稳定的烘托，但是也受到全球经济不佳带来的原油需求增长放缓所压抑。前

瞻性来看，中方将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是在国庆前释放出了缓和的信号，

市场悲观预期有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真的遭到弹劾，不排除

会利用伊朗等方面的冲突来转移注意。预计假期期间原油价格先抑后扬，国

内 SC 原油期货不建议留仓。 

沙特产能恢复证伪；

沙特-伊朗冲突升级； 

中美贸易磋商不顺

利。 

甲醇： 

单边：不持仓。 

套利：1-5 合约正套，  

单边：0% 

套利：10% 

供应：国内装置变动仍然较多，检修和新装置投产总体使得甲醇 10 月供应

环比持平。进口由于外盘装置之前检修，10 月将缩减。需求：下游 MTO 大

唐、宝丰投产，传统下游节后或有恢复。 

库存：目前 10 月港口有去库预期，内地涨价去库顺利。操作上建议 1-5 正

套持有。 

进口减量不及预期；

下游需求恢复不及预

期。 

PP: 不持仓 0% 

PP 煤化拉丝价格在 8800 左右，10 开始新装置投产将会带来供应方面压

力。需求处于旺季之中，但总体拿货情况不如去年，贸易商普遍看空。上游

石化库存去化顺利，中下游库存也不高。行情处于基本面多空平衡的情况，

建议空仓过节。 

  

沥青：1912 合约已

有多单少量持有。 

无持仓建议观望。 

5% 

节前，华东地区中石化厂家上调了结算价，地炼则出现原料问题，炼厂排队

发车，出现资源紧张局面。而山东现货市场也较为景气，炼厂控制开工率，

加大发货力度。因此现货与期货表观尚可。国庆期间，京津冀地区有物流禁

运的压力，而华东预计需求较为乐观。国庆后，从东北至华北天气不利施

工，或有赶工行情，但预计整体涨幅不大。 

1. 国庆期间雨水较

多，影响下游施工； 

2. 原油大幅下跌。 

天胶: 不持仓 0% 

供应方面，当前国内外主产区进入旺产季，原料供应充裕，泰国原料价格小

幅回落，海南胶水收购价暴跌。需求方面，受国庆假期以及大气污染治理影

响，部分轮企开始限产，厂家开工呈阶段性下滑趋势。库存方面，近期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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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下降，区外小幅增加，青岛地区总库存下滑，国庆后预计将再次累库。

天胶供需宽松格局延续，加之节前交易所提保，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导致期

价破位下跌。短期预计天胶低位震荡。建议节前观望，等待节后做多机会。 

黑色系列 

螺纹钢、热卷： 

不持仓 
0% 

近期废钢价格有所松动，电炉确有复产迹象，后续成材产量有继续回升的可

能，而短期下游消费端能够持续转好仍存疑，但国庆长假临近，江苏河北山

东等多地出台限产政策且幅度趋严,短期供给或难放量，也加大了短期成材去

库速度的不确定性。需求端，近期建材成交中枢有所抬升，需求环比改善，

但宏观地产偏空背景下高消费难持续，进入淡季供需形势将转弱。本周社库

及厂库均去化，现货有支撑。整体看，限产趋严改善供给预期，短期有望坚

挺，但在地产偏弱背景下四季度终端需求仍将放缓，盘面短多长空思路。 

国家出台新的限产或

者限制下游施工的政

策，影响供需两端的

基本面格局 

铁矿石：不持仓 0% 

钢厂限产范围有所扩大，江苏部分城市从昨日凌晨起也加入限产行列，但市

场反应一般，黑色系整体走势较平淡，铁矿盘面价格波动较小，成交量有萎

缩迹象，市场交投情绪清淡，价格重回本周限产消息公布前的位置，意味着

当前市场对本轮限产消息层面的短期炒作基本结束，后续铁矿走势仍将由下

游成材的供需和库存情况主导。 

钢材生产的限制政策

或是海外矿山出现突

发性事件 

焦炭：不持仓 0% 

短期焦炭现货持稳，第一轮提涨恐难落实，随着焦煤价格走弱，焦炭成本支

撑有所弱化，当前受成材走势影响较大，国庆前钢厂钢铁产量超预期，焦炭

需求仍较好，加之秋冬季焦炭仍有去产能预期，短期焦炭下方 1830 附近仍

有一定支撑，后期需求关注国庆后库存情况，操作上建议焦炭节前不留仓。 
进口政策， 

库存压力， 

环保限产。 焦煤： 

单边：不持仓。 

套利：1-5 合约正套 

单边：0% 

套利：10% 

焦煤近期走势较弱，一方面受焦煤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8 月份以来澳洲焦煤

价格持续走弱，目前折盘面价格在 1200 附近，另一方面由于焦煤自身库存压

力造成。由于预计今年仍有进口进口平控政策的影响，预计 11-12 月份焦煤

的进口会出现一定程度萎缩，加上年前焦化厂补库和煤矿放假的影响，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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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2001 后期下行空间也相对有限，操作上建议 1-5 正套继续持有。 

动力煤：不持仓 0% 

目前正值秋季天气凉爽，居民用电进入淡季，煤耗下降。 

工业需求相对平稳，但由于环保限产、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增速放缓，同时

今年水电增量高于去年，使得工业品旺季对动力煤需求的增量远远不足以平

衡居民用电下滑程度。而下水港、接卸港、电厂煤炭库存居于高位，供应充

足。因此近阶段难有明显上升的行情，回调是主基调。但回调空间有限，因

为采暖季很快就会来到，电厂及供热部门的采购随时启动支撑价位。因此国

庆节前建议离场观望，等待节后企稳后买入机会。 

 

农副产品 

棉花：空单减仓 5% 

短线受多方压力，一是上方套保盘，二是供应端充足，新棉即将大量上市，

三是需求端进入淡季。 短期价格大幅下跌，止盈盘较多，注意空头回补风

险。 

1、中美贸易战                                                                                 

2、收储政策 

苹果：空单减仓 5% 

2019 年对苹果丰产预期慢慢兑现。供应过剩下，后期对盘面有压制。短期

现货价格持续走弱，期货市场也是跌跌不休，近月 10 合约可能走交割逻

辑，稳重偏强。01 合约或将受到获利盘回吐，后市新果上市后，现货有望

继续下跌。 

1、消费旺季                                                                                  

2、品质较差 

---以上观点仅为个人意见，内容仅供参考，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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