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金期货每日收盘评述
苹果
现货方面，今日各产区客商包装套盒准备春节的情况越来越多，多数
仍以好三级货交易为主，一二级货交易不多，且多以客商自提为主，
采购果农货很少，整体价格维持稳定。纸袋富士 80#以上三级果价格
在 2.50-3.00 元/斤，纸袋富士 80#以上果农货一二级价格在
4.00-5.00 元/斤。期货市场苹果日内弱势依旧，支撑位 10400 元/吨，
压力位 10667 元/吨，操作上，调整思路。

玉米
现货方面，经过前期市场的调价后，基层上量明显增加，深加工企业
备货逐步展开，主产区售粮进度仍然偏慢，饲料企业备货积极性不高，
对当前玉米市场提振有限，春节将至市场即将迎来集中上量，加工企
业压价收购心态趋强，不过由于现货价格已经跌近基层心理底线，预
计短期现货价格深跌几率不大。期货市场玉米价格低位震荡，支撑位
1831 元/吨，压力位 1846 元/吨，偏弱调整思路。

豆粕
现货方面，中美会晤结束，中美双方均发布声明，商务部表示，双方
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豆粕现货在经
历了近几日偏弱调整后，今日报价多数转稳，局部地区仍有偏弱调整，
距离春节仅剩下二十多天，下游终端用户目前还尚未正式开启备货，
随着节日的不断临近，预计近期成交有望逐步加大，豆粕行情在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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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中旬之后仍有一波相对偏强的反弹走势。因此我们认为目前低价
位、低库存企业可适当分批备货，避免集中采购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
与压力。期货市场豆粕 1905 合约低位震荡，短线支撑位 2660 元/吨，
压力位 2746 元/吨。操作上低位震荡思路。

铜
现货方面，上海电解铜现货对当月合约报贴水 60 元/吨 - 平水，平
水铜成交价格 47360 元/吨 - 47420 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 47380
元/吨 - 47460 元/吨。中美在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双方同意
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该迹象显示有积极的进展；LME 及上期所铜库存
均有所增加，但仍处于低位；12 月精铜产量为 76.16 万吨，同比增长
2.37%，供应方面，智力 Cochilco 表示未来十年智力铜产量料跳增近 3
0%，ICSG 预计未来三年矿山铜年均增长 2.2%；需求方面，临近年末
消费端处于淡季。后市来看，短期受宏观因素影响或反弹，但反弹程
度有限，沪铜或将维持震荡趋势。

铝
现货方面，上海成交价在 13310 - 13330 元/吨之间成交，对当月升
贴水在贴 20 - 贴 10 元/吨附近。无锡成交价集中 13310 - 13330 元/
吨，杭州成交价集中于 13330 - 13340 元/吨之间。主流成交价相较
上一成交日涨幅 20 元/吨左右。中美贸易磋商结束，显示有积极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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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美联储纪要表明未来加息程度和时间点不确定性增强；供应端，
海德鲁表示未来将恢复巴西氧化铝工厂，供应预计回升。电解铝减产
的利好已被新增产能抵消；下游加工企业由于提前放假及订单减少等
现象可能会导致库存累计；氧化铝价格又回落，但成本支撑仍减弱。
后市来看，短期维持低位震荡格局不变。

甲醇
2019 年 1 月 10 日，华东、华南两大港口甲醇社会库存总量为 55.3
万吨，周增 4.25 万吨。本周华东甲醇港口库存维持增加态势，其中
部分进口及国产船货到港，该地库存总量在 46.7 万吨（不包括华东
下游工厂），周增加 4.55 万吨。其中太仓地区库存在 25.3 万吨，日
均发货量 6500 吨附近（包括部分转口货物）；张家港地区在 6.9 万
吨附近，江阴 1.3 万吨，常州地区因部分进口船货到港，大幅增至
4.4 万吨，镇江 0.5 万吨；宁波地区库存小幅增至 1.2 万吨附近。江
苏太仓甲醇窄幅震荡，现货及报盘 2395 元/吨，MA1905 上冲 2500 阻
力位而后回落，收报 2490 元/吨。后市来看 2500 元/吨压力依然有效，
预计后市难以继续走强，低位震荡为主。

塑料（LLDPE）
石化库存在 60 万吨左右，处于中等偏低水平。PE 市场价格多数稳定，
个别小幅涨跌。中油华北 PE 稳定，中石化华北部分低压降价，中油
东北/中油西北稳定，市场报价小幅整理，成交一般。线性主流

华金期货每日收盘评述
9000-9300 元/吨，国产高压普通膜料主流报 8900-9300 元/吨，低压
拉丝主流 9300-9800 元/吨，低熔注塑 8600-9000 元/吨，中空主流
9300-9600 元/吨，低压膜 9500-9900 元/吨。华东地区煤制线性报
9100-9150 元/吨，油制线性（不含开口剂）参考报 9150 元/吨。国
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带动期货高开，L1905 反弹受阻，仍然面临 8700
阻力位，预计难以走强，后市建议暂时观望。

PP
石化库存在 60 万吨左右，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石化价格以稳为主，
华东 PP 市场报盘横盘整理，市场难涨难跌，PP 市场报盘小幅整理，
商家积极出货，多数报价盘整，氛围尚可。绍兴 T30S 预售报 9100 元
/吨，富德 T30S 周内提报 9200 元/吨，蒲城 HP550J 在 9280 元/吨，
宁煤 1102K 货少，福基 S1003 预售报 9150 元/吨，镇海 T03 报 9350
元/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带动期货高开，PP1905 再度触及 8700
元/吨阻力位出现回落，证明了此压力位的有效性，PP1905 后市预计
难以走强，建议暂时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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