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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商所上市品种现货市场报价 

2012-7-4                                                        单位：元/吨 

现货 价格 涨跌 期货合约 收盘价 涨跌 

湖南长沙早籼稻收购价 

湖南长沙早籼米出厂价 

2550 

3700 

持平 

-20 
RI309 2610 持平 

黑龙江佳木斯粳稻收购价 

黑龙江佳木斯粳米出厂价 

2960 

4200 

持平 

持平 
N/A N/A N/A 

中等普通小麦郑州出库价 

郑麦 366 郑州出库价 

郑州特一粉出厂价 

2440 

2540 

2950 

+10 

持平 

持平 

PM307 

WH401 

N/A 

2759 

N/A 

-4 

南宁白糖日均价 

柳州白糖区间 

5400 

5300-5420 

持平 

N/A 
SR401 4896 -95 

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 328） 

国家棉花价格指数（CN cotton B） 

全棉纱价格（KC32S） 

19279 

19246 

26282 

-6 

-3 

持平 

CF401 20010 +15 

武汉四级菜籽油报价 

江苏南通四级菜籽油报价 

武汉普通油菜籽报价 

武汉普通菜籽粕报价 

9600 

9300 

5120 

2780 

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OI401 

 

RS309 

RM401 

8262 

 

5182 

2225 

-2 

 

-18 

-13 

CCF 内盘 PTA 日均价 

CCF 涤纶 POY 150D 

CCF1.4D 直纺涤短 

CCF 内盘 EG 日均价 

CCFEI PTA 内盘 

7670 

10300 

10050 

7150 

7680 

-10 

持平 

持平 

+5 

-20 

TA309 7872 -44 

华东甲醇报价区间 2520-2610 N/A ME309 2596 -3 

华东玻璃报价 1496 持平 FG401 14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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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信息】------------------------------ 

【国内动态】 

库存下降 江苏江阴粳稻米价稳中上涨 

中华粮网 
  据市场监测，进入 7 月份，江苏江阴市场粮源充裕、品种丰富、购销平缓，交易稳定。受库存量

减少，粮源供给偏紧，近日市场粳稻稻米价格稳中上涨。 
  7 月 4 日，江阴当地市场上晚粳稻收购价 2.96 元/公斤，较上周 2.95 元/公斤上涨 0.01 元/公斤，

涨幅 0.34%；二级粳米批发价 3.87 元/公斤，较上周 3.86 元/公斤上涨 0.01 元/公斤，涨幅 0.26%；零

售价 4.06 元/公斤，较上周持平。 
   据业内分析，随着天气炎热，大专院校陆续放假，粮油市场需求减弱。预计，后期江阴市场稻米

价格或稳中偏弱。 

消费趋淡 安徽六安稻米价格稳中下跌 

中华粮网 
  据市场监测，进入 7 月份，安徽六安市场粮源充裕、品种丰富、购销平缓、交易稳定。受高温炎

热天气到来，粮油市场消费趋淡，近日市场稻米价格稳中下跌。 
  7 月 4 日，六安市场上中晚籼稻收购价 2.40 元/公斤，较上周下跌 0.04 元/公斤，跌幅 1.66%：本

地产粳稻收购价 2.96 元/公斤，较上周持平；本地产普通杂交米批发价 4.00 元/公斤，零售价 4.40 元/
公斤，均与上周持平；东北优质粳米零售价 5.50-6.00 元/公斤，与上周持平。 
  据业内分析，随着高温炎夏到来，目前粮油市场已进入季节性消费淡季。预计，后期当地市场稻

米行情震荡偏弱。 

7 月 4 日东北地区稻米行情动态 

中华粮网 
  中华粮网消息，目前黑龙江省五常地区优质粳稻米价格维持高位坚挺平稳运行，市场购销状况一

般，由于价格较高，南方销区商家采购谨慎，同时部分企业库存较多，出库压力较大。五常地区部分

米业水分含量 16%的出米率 58-60%的稻花香水稻收购报价为 2.5 元/斤，抛光色选的烘干稻花香稻米

出厂报价为 4.5 元/斤，价格均稳定。 
  黑龙江省建三江地区粳稻米价格保持稳定，交易成交状况略有好转，主要是部分销区市场商家采

购意愿增强，进而推动本地稻米外销量，企业开机生产热情提高。建三江地区部分米业出米率 69-70%
的烘干圆粒水稻出售价格为 1.52-1.53 元/斤，抛光色选的烘干圆粒大米出厂报价为 2.10-2.12 元/斤，

价格与昨日持平；油糠出厂价为 1.06-1.07 元/斤，价格较昨日上涨 0.02-0.03 元/斤。 
  辽宁省盘锦地区粳稻米价格保持平稳，交易成交状况略显清淡，市场终端需求不旺，稻米走货不

快，企业等主体多数处于停产状态中。盘锦地区部分米业出米率 68-69%的烘干盐丰水稻出售价格为

1.58-1.60 元/斤，抛光色选的烘干盐丰大米出厂报价为 2.20-2.22 元/斤，抛光色选的烘干辽星大米出厂

报价为 2.35 元/斤，价格均与昨日持平。 
  吉林省梅河口地区优质粳稻米价格小幅上涨，主要是本地粮源见底，企业挺价心理突出，加之近

期云南、四川等销区东北米需求增加，部分商家采购积极，进而推动本地稻米走货加快。梅河口地区

部分米业出米率 70%的水分含量 16%以内的超级稻谷收购报价为 1.64-1.65 元/斤，抛光色选的烘干超

级稻谷出厂报价为 2.35-2.36 元/斤，价格均较周初小幅上涨 0.02-0.03 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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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动态】 

IGC：2013/14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有望增长 

中国汇易网 
    7 月 4 日消息：据国际谷物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3/14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有望增至 4.76
亿吨。相比之下，2012/13 年度的大米产量预计为 4.7 亿吨。2013/14 年度全球大米期末库存有望连续

第九年增长，达到 1.09 亿吨，相比之下，2012/13 年度为 1.07 亿吨。 

巴西上调稻米最低收购价格 

中国汇易网  
    7 月 4 日消息：巴西政府上调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稻米最低收购价格，只有主产区南里奥格兰德

州除外。南里奥格兰德州占到了全国稻米产量的三分之二。巴西政府官员称，稻米收购价格上调旨在

鼓励产量偏低的地区种植更多的稻米，减少对南部地区稻米的依赖。如果北部地区稻米产量提高，那

么将潜在地提高巴西大米出口。目前中南部地区的稻米收割工作刚刚结束，农户将在十一月和十二月

种植稻米。 

【外盘评论】 

7 月 4 日CBOT籼稻市场休市 

中国汇易网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CBOT 市场休市。 
 

--------------------------------【小麦信息】-------------------------------- 

【国内动态】 

收购减缓 安徽蚌埠小麦面粉基本平稳 

中华粮网 
据粮食局市场监测，进入 7 月份，安徽蚌埠粮油市场购销平缓、交易稳定，目前当地小麦收购基

本入尾，收购减缓，面粉需求清淡，小麦、面粉价格基本平稳。 
7 月 4 日，蚌埠市场上三等混小麦收购价 2.30 元/公斤，与上周持平；特一粉出厂价 2.98 元/公斤，

批发价 3.04 元/公斤，零售价:3.20 元/公斤；均与上周持平。 
据了解，蚌埠市场小麦价格近期一路高歌，已超出托市价格，导致托市收购自 6 月 28 日暂时中

止，今年该市小麦收购呈现以下特点：质量高，二等及以上占 98%；进度快，同比增幅两成多；价格

高开高走，已冲至新麦的历史最高值。托市收购的暂时中止可能会对小麦价格的上扬起到一定的抑制

作用，预计后期会逐步趋于平稳。 

交易平淡 江苏江阴小麦面粉价格平稳 

中华粮网 
据市场监测，进入 7 月份，江苏江阴市场粮源充裕、品种丰富、购销平缓，供应稳定。受高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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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影响，市场小麦面粉交易平稳，价格基本保持平稳。 
7 月 4 日，江阴当地市场上小麦收购价 2.27 元/公斤，较上周持平；特二面粉批发价 2.88 元/公斤，

与上周持平；零售价 3.70 元/公斤，与上周持平。 
据业内分析，随着天气炎热，大专院校陆续放假，粮油市场需求减弱。预计，后期江阴市场麦粉

价格或稳中偏弱。 

【国际动态】 

亚洲买家仍不愿进口美国小麦，印尼进口可能提高 

邦成粮油在线 
据贸易商称，经过近期价格下跌后，本周亚洲地区小麦需求可能提高，支持小麦价格。 
不过亚洲贸易商仍不愿进口美国小麦，因为近来美国俄勒冈州地区发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小

麦。 
另外，韩国农协饲料集团称，美国小麦价格仍没有黑海供应有竞争力。 
目前印尼买家对澳大利亚小麦的需求良好。印尼是全球第二大小麦进口国。 
据澳新银行分析师称，未来十二个月印尼的小麦进口量可能出人意料的增长，比上年增长 15%。

大米与小麦的价差拉大，面粉进口限制，加上国内食品通货膨胀率高企，这将会导致小麦进口增幅超

过平均水平。 
他还指出，由于燃料价格上涨，消费者价格指数攀升，令消费者对成本更为敏感，消费者更愿意

食用面条而不是其他食品。 
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小麦出口有望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出口量可能达到 500 万吨。  
国际谷物理事会周一表示，全球小麦产量预测数据上谳了 100 万吨，为 6.83 亿吨。 

2012 年法国农场收入年比增长 9.4% 

邦成粮油在线 
据法国农业部称，2012 年法国农场收入增长了 9.4%，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因为谷物收入大幅增

长 20%，而养殖及酒酿收入下滑。 
法国农业部称，2012 年法国农户人均税前收入为 3.83 万欧元，约合 49,817 美元，相比之下，2011

年为 3.5 万欧元。 
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小麦、大麦和玉米产国。2012 年谷物价格比 2011 年

上涨了 20%。 
法国农业部称，谷物和油籽价格飙升，提振了农户收入。 

【外盘评论】 

7 月 4 日CBOT小麦期货休市 

汇易网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CBOT 休市一天。 

7 月 4 日CBOT小麦期货收盘行情 

CME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CBOT 休市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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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信息】-------------------------------- 

【国内动态】 

产区：各厂商报价依然保持平稳 

中国食糖网 

  广西：南宁，集团、中间商报价 5400 元/吨；柳州，集团报价 5400-5420 元/吨，中间商报价 5300
元/吨，持稳。报价持稳。钦州船板中间商报价 5430 元/吨，持稳，销量一般。 

  云南：昆明，集团报价 5250 元/吨，持稳，中间商报价格 5120 元/吨；甸尾，集团报价 5210 元/
吨，持稳，中间商报价 5080 元/吨。 

  湛江：厂仓报价 5500 元/吨，持稳，销量。 

  新疆：乌鲁木齐新糖报价 5420-5480 元/吨，销量少。 

 

华东区：个别销地报价小幅下调   

中国食糖网 

  上海：一级糖 5600 元/吨，下调 20 元/吨，销量一般。  

  浙江：杭州，云南糖 5700 元/吨，广西糖 5800 元/吨，持稳，销量一般。义乌，广西糖 5590 元/
吨，持稳，销量一般；宁波，广西、广东、云南糖 5650 元/吨，持稳，销量一般。 

  安徽：合肥，广西糖 5750 元/吨，云南糖 5720 元/吨；蚌埠 5750 元/吨，云南糖 5720 元/吨。持稳，

销量少。 

  山东：济南，加工糖 5700 元/吨；青州加工糖 5600 元/吨；青岛，广西糖 5730 元/吨；日照加工

糖 5550 元/吨。持稳，销量一般。 

  福建：福州，广西糖 5560 元/吨，持稳，销量一般；晋江，广东糖报价 5600 元/吨，持稳，销量

尚可。 

  南京：广西、广东糖 5680-5700 元/吨左右，持稳。销量一般。 

云南 6 月份气温创纪录 比历史最热高 0.1℃   

广西糖网 

云南的 6 月份有多热？平均气温 22.8℃。这个气温听起来是多么舒适怡人啊，殊不知，这个平均

气温已经较常年同期偏高 1.1℃，比 2005 年的历史最高纪录还偏高 0.1℃，创造了 1961 年以来 6 月全

省平均气温的最高纪录。同时，6 月份云南的降水又是异常偏少的。 

【国际动态】 

巴西中南部甘蔗收割进度快于 2012 年同期 

广西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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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琼斯消息  巴西研究公司 Datagro 总裁称，巴西中南部甘蔗收割进度较 2012 年同期快 15 天。  

    4-5 月巴西最大产糖州圣保罗州甘蔗单产同比高 13.8%，甘蔗出糖率同比高 5.8%。  

    3-4 月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准，令种植计划从 18 个月减少至 12 个月，可能削减 2014 年甘蔗出糖量。  

    目前单产暗示巴西 2013 年甘蔗总产量可能超过 2010 年创下的纪录高位 6.2 亿吨，中南部甘蔗产

量预估维持在 5.845 亿吨。 

墨西哥：截至 6 月 29 日累计产糖 693 万吨 

广西糖网 

    道琼斯消息  行业机构 Conadesuca 称，2012/13 年度截至 6 月 29 日墨西哥糖产量增至 693 万吨，

过去五年同期均值为 510 万吨。 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糖供应国。 

ICE：周四逢美国独立日休市一天 

广西糖网 

     本周四（7 月 4 日）为美国“独立日”假期，包括原糖在内的美国软商品市场均休市一天，周

五（7 月 5 日）恢复交易，但开盘时间推迟至美国东部时间 8:00 时（北京时间 20:00 时）。    
 

--------------------------------【棉花信息】-------------------------------- 

7 月 4 日国内棉花信息 

  中国棉花网、中国棉花信息网 

  国内现货：7 月 4 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CCIndex328 级为 19279 元/吨，跌 6 元；CCIndex527 级

为 16931 元/吨，跌 7 元；CCIndex229 级为 20056 元/ 吨，跌 1 元。 

  撮合市场：7 月 4 日，MA1308 收于 19000 元，均价 19000 元，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386 元；MA1309

收于 19280 元，均价 19280 元，上涨 122 元；MA1310 收于 19375 元，均价 19384 元，上涨 96 元，全

场总成交量 17780 吨，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520 吨；总订货量为 15080 吨，持平。 

  郑棉期货：7月 4 日，郑棉 CF401 合约开盘价 20,020 元，最高价 20,030 元，最低价 19,985 元，

收盘价 20,010 元，结算价 20,010 元，上涨 20 元；CF307 合约收盘价 20,340 元，结算价 20,330 元，

上涨 30 元；总成交量 16,452 手，累计持仓 94,138 手，减少 372 手。 

  进口棉花：7 月 4 日，进口棉中国主港报价普遍上涨，其中西非棉上涨 1.55 美分，其他品种报

价普遍上涨 1 美分。从市场情况看，ICE 期棉虽然频繁试探上涨，但都因为下游需求平淡而以失败告

终，最终涨势难以维持。纺织厂库存充足以及对储备政策调整的预期都加重了他们的观望情绪，使得

外棉上涨空间受限。 

7 月 4 日ICE期棉休市 

    中国棉花网 

    7 月 4 日为美国独立日，美国金融市场休市一天。 

7 月 4 日储备棉出库销售整体成交率继续下降 

  中国棉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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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4 日，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计划挂牌出库销售储备棉 324489.9076 吨，实际成交 44914.272

吨，成交率 13.84%%。其中，国产棉计划上市 302442.8 吨，实际成交 27443.6841 吨，成交率 9.07%；

进口棉计划上市 22047.0585 吨，实际成交 17470.5879 吨，成交率 79.24%。当日，成交平均等级 3.77

级，平均长度 28.08mm，平均成交价 18759 元/吨，折 328 级成交价为 19180 元/吨（公重），较当日

代表内地 328 级棉价格的国家棉花价格 B 指数（CNCotton B）19246 元/吨低 66 元/吨。 

  当日挂牌资源总捆数为 1764 捆，实际成交 243 捆，成交 168 家，最高成交价 19990 元/吨（公重），

承储在湖北银丰仓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011 国产棉；最低成交价 17810 元/吨（公重），承储在河南

储备物资管理局四三二处/2011。 

  截至今日，2013 年储备棉出库销售累计成交 2698313.1839 吨，其中国产棉 2184926.3601 吨，

进口棉 513388.8298 吨。 

长势看台：内地棉区降雨增多 西北内陆频现极端天气  

  中国棉花网 

  6 月 27 日-7 月 3 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普遍出现降雨天气，旱情均得到有效解除，随后天气

逐渐转晴、气温回升，新棉生长恢复正常。不过，由于近期降雨较为频繁，加上前期棉田干旱，棉农

零星进行浇灌，造成部分棉田出现涝渍，病虫害易发，目前棉农正加强田间管理。西北内陆以高温天

气为主，有利于新棉生长，不过本年度极端天气多于往年，局部受灾严重，棉花单产下降预期增强。 

  黄河流域 河北、山东各主产棉区普遍出现降雨天气，棉田旱情均得到有效解除，天气转晴后新

棉生长速度加快。其中山东德州、聊城部分棉田前期棉农已进行浇灌，这次大规模降雨致使已浇灌棉

田发生不同程度涝灾，影响棉农下田作业，而金乡部分棉田出现倒伏现象。河南、陕西两省以高温天

气为主，雨水适中，新棉整体长势略好于去年同期，本年度丰产可期。 

  长江流域 各主产区普遍出现降雨天气，虽然棉田旱情解除，但光照不足，气温不稳，不利于新

棉生长。其中江苏、安徽天气逐渐转晴，但受前期阴雨天气影响较重，新棉长势普遍慢于去年 10-15

天，单产或将下降。湖南、湖北天气转晴，棉农正忙于田间管理，棉花整体长势好于去年同期，出苗

率、成苗率较高，若后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将会是个丰收年。 

  西北内陆 新疆南疆气温回升，新棉生长速度加快，受前期强降雨天气影响，目前喀什、阿克苏

整体长势略慢于去年同期，库尔勒受灾情况较重，预计产量下降。北疆受前期低温天气影响，博乐、

奎屯、呼图壁新棉长势较差，预计籽棉单产将会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此外，农三师五十三团遭到大风

暴雨和冰雹袭击，棉田受灾面积达 4.75 万亩。 

疆棉长势：棉花生长迟缓 单产或受影响  

  中国棉花网 

  为把握 2013 年棉花播种面积变化情况，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于 5 月中旬就全国范围棉花实播

面积展开调查。此次调查结果与 3月份的意向调查相比，新疆棉区种棉积极性明显提高，实播面积同

比增加 5%，增幅扩大 2.5 个百分点。 

  2013 年新疆与往年相比雨水有所增加，棉花前期生长缓慢；冰雹、大风等极端天气增多，棉花

受灾情况较去年有所增加，局部地区棉田不同程度受灾或者绝收。目前，当地棉花正值初花期，各地

棉农陆续开始打顶工作，加强田间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南疆 

  喀什：截至 7 月 2 日，棉苗平均株高在 60 厘米，比去年同期低 10 厘米左右，果枝在 15-16 台/

株，现蕾 7-8 个/株，约 20%现蕾已经开花，基本无成铃，有轻微的蚜虫和黄萎病。虽然前期气温较

低棉花生长缓慢，但 6月底由于气温迅速升高棉花生长加速，棉农预计今年籽棉单产在 420 公斤/亩，

与去年基本持平。 

  库尔勒：当地棉花长势良好，果枝 7-8 台/株，现蕾 10-15 个/株，约 20-30%现蕾开花，基本无

成铃。当地受灾情况相对严重，5 月冰雹造成部分棉花绝收，6 月以来的持续大风吹断了不少棉株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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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吹落棉花枝叶影响棉花光合作用，从而影响了棉花生长。长势较好的已经开始打顶，但普遍打顶

将在 7 月 10 日左右，棉农预计今年籽棉单产在 450 公斤/亩，与去年基本持平。 

  阿克苏：这一周棉花长势迅猛，截至目前，平均株高在 70 厘米左右，比去年同期略低，果枝 7-8

台/株，现蕾 14-15 个/株，20-30%现蕾开花，6 月 27 日开始打顶，预计 7 月 7 日结束打顶工作。棉

花长势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棉农预计今年籽棉单产将和去年相差不大，约在 400 公斤左右。 

  北疆 

  博乐：棉花长势较差，目前平均株高 50-60 厘米，果枝 6-7 台/株，现蕾 7-8 个/株，现蕾体积明

显小于去年同期，少数开始打顶，预计大面积打顶在 7 月 5 日以后，棉花采摘期预计将推后 10 天左

右。由于前期气温较低，播种较早的棉田出苗率差，后进行补种但依旧缺苗严重，将直接影响籽棉单

产。另外，2012 年籽棉以 2 级为主，但今年气温较低将影响棉桃的饱满度，棉花质量也将受到影响。 

  石河子：前期气温较低，后期气温回升却缺水，当地棉花长势明显不如去年。截至目前，当地平

均株高 40 厘米，往年约 60 厘米左右，果枝 5-6 台/株，现蕾 10 个/株，较干旱棉田约 30-40%现蕾开

花。棉农反映，去年同期已浇二水，而今年只有 80%的棉田浇完一水，6 月以来少雨棉田干旱，棉花

生长缓慢，预计今年籽棉单产约 300 公斤左右，比去年减少 10%以上。 

  奎屯：棉花长势和去年同期相差不大，平均株高在 70 公分左右，现蕾 14-15 个/株，仅有 10%左

右的现蕾开花，去年同期开花近半，由于前期气温较低，蚜虫较多。7 月 1 日开始打顶，预计 10 日

左右结束打顶工作，虽然棉花长势喜人，但是相比去年同期进度有所放缓，因此棉农预计今年棉花产

量比去年会略微减少。 

  呼图壁：棉花长势较差，截至目前，平均株高仅 30-40 厘米，现蕾 2-3 个/株，去年同期 5-6 个/

株，打顶将推迟 10 天进行。棉农反映今年籽棉单产将大幅减少，丰收无望。 

  总的来说，南疆地区棉花长势与去年基本持平或略差，产量减幅不会很大，但北疆地区棉花长势

普遍较差，若后期长势不能得到改善将会影响到棉花质量，剥桃棉比例将会上升，因此 7、8 月份天

气情况将是决定棉花产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大家需密切关注。 

山东临清长势良好 蕾花争相开放  

  中国棉花网 

  经过一场短暂的降水、降温后，7 月 4 日山东临清地区的气温又迅速回升到 35 摄氏度，高温、

干燥和水分适宜的土壤使得棉株生长进一步加快，其中果枝的长势尤为强劲，粗壮的果枝上挂满了花

蕾，少者 2 枚/枝，多者已达 4 枚/枝。在良好天气的条件下，花蕾已逐渐开放，平均每株开放蕾花

2-3 朵，比去年同期减少 1-2 朵，蕾花开放的日期比去年晚 5天左右。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花蕾开

放也将逐渐进入旺盛期。 

  目前，当地棉株生长正处于关键时期，棉农也加强了对棉田的管理力度，在喷洒药水，防治蚜虫、

棉铃虫、盲蝽象等虫害的同时，也对棉株进行了打杈、松土、培根、除草等一系列管理措施，保证了

棉株有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有利于棉株健康生长，确保棉花高产量、高质量。 

山东：降雨缓解旱情 不利于已灌溉棉田  

  中国棉花网 

  近日，山东省降雨较多，其中德州地区 7月 1-4 日降雨量达 180 毫米，不仅之前的旱情解除，部

分棉田出现轻度涝渍。当地棉农介绍，6 月中下旬以后当地高温少雨，持续的高温使农作物严重缺水，

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引水抗旱”，已有约 40%的棉田得到浇灌，旱情得到解除，而这次大规模降雨，

在使之前未得到浇灌的棉田旱情解除的同时，已浇棉田发生不同程度涝渍，棉农无法下田作业。截至

7 月 4 日，德州棉花株高普遍在 70 厘米以上，部分达到 90 厘米，果枝 6-8 台/株，现蕾 8-13 个/株。

“现在正是较劲的时候，天气好坏关系将来产量。”当地棉农张先生说，这次大规模降雨综合评价对

棉花生长有利，但希望近 10 天不会再有较大规模降雨和大风天气。   

  目前聊城地区棉花长势普遍较好，株高普遍在 60-80 厘米，果枝发育正常，现蕾情况也与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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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基本持平。“昨天一场大雨，地里积水不少。”当地棉农老李说，7 月 4日聊城的雨水仍未停止，但

明显变小，根据天气预报，这次降水可能会持续到明天。当地棉农正在积极排涝，部分棉农表示等雨

停之后再进行“通渠排水”。 

  7 月 2 日凌晨 3 点 25 分，金乡境内开始起风隐约伴有闪电，3 点 55 分开始降雨一直持续到早晨

8 时。此次降雨虽然对棉花生长有利，但由于降雨过程急促，风力较大加上 80%的棉农已经人工灌溉，

棉田虽没有发生积水现象但是有部分棉田出现倒伏。7 月 2日，天气转晴，气温迅速回升，由于底部

湿度过大，对正处于初花期的棉花生长稍有不利影响。 
 

-------------------------------【菜籽类信息】------------------------------ 

【国内菜籽油市场短评】4 日国内主产区菜籽油现货价格整体稳定，交易清淡 

中华油脂网  2013-07-04 

7 月 4 日，江苏地区菜油行情基本平稳。菜油出厂报价集中在 10100-10500 元/吨，其中：常州

溧阳地区菜油出厂报价 10300 元/吨，盐城市场上菜油出厂报价 10300 元/吨，扬州江都地区菜油出厂

报价 10100-10500 元/吨。南通地区油厂菜油出厂报价在 10300 元/吨，维持平稳，走货甚少；东台地

区油厂菜油报价维持在 10100-10500 元/吨，交投不畅，实际成交议价。泰兴地区来宝四级菜油 10500

元/吨，价格回落，走货甚少。 

7 月 4 日，安徽地区菜油价格大体稳定，销售情况稀疏。四级菜油出厂报价集中在 10000-10500

元/吨，较昨日持平；滁州定远地区菜油出厂价 10200 元/吨，滁州凤阳中谷菜油出厂价格 10300 元/

吨，淮南地区菜油出厂价格 10100-10500 元/吨，合肥肥东地区菜油惜售高报 10500 元/吨，难以成交。

巢湖地区大平油四级菜油报价维持在 10350 元/吨，库存少，油厂挺价；芜湖地区油厂菜油报价

10000-10400 元/吨，较昨日持平，出货不快。 

7 月 4 日，湖北地区油脂企业多数不报价，菜油有价无市。其中：湖北老河口地区国产四级新菜

油出厂报价 9800-9900 元/吨，较昨日跌 100 元/吨。襄阳地区国产新四级菜油 10000 元/吨。孝感地

区四级菜油在 10500 元/吨；荆州地区中粮贸易四级菜油 10200 元/吨，一级菜油 10450 元/吨；国产

四级菜油报价 10600 元/吨。松滋地区油厂国产四级菜油 10500 元/吨。黄冈中粮四级菜油 10600 元/

吨。老河口奥星菜油报价 10000 元/吨，跌 200 元/吨；荆门国产四级菜油 10600 元/吨，武汉国产四

级菜油 10500 元/吨，进口四级菜油 10200 元/吨。 

【国内油菜籽市场短评】4 日国内主产区油菜籽价格稳步上涨，货源偏紧 

中华油脂网  2013-07-04 

7 月 4 日，江苏地区菜籽市场货源不多，基本有价无市。其中：常州溧阳地区厂家菜籽收购价格

在 2.50 元/斤，较昨日持平。盐城大丰地区个别饲料厂家菜籽收购价格在 2.50 元/斤（水杂 13%，含

油 37%），较昨日持平。扬州宝应地区厂家菜籽零星收购价格在 2.50 元/斤（含油 38%），较昨日持平。

苏州地区厂家菜籽挂牌收购价格 2.55 元/斤（水杂 13%，含油 37%），较昨日持平。 

7 月 4 日，安徽地区菜籽价格总体稳中上涨，目前新菜籽受籽源偏紧，收购竞争较为激烈，目前

巢湖中粮、益海挂牌 2.50-2.55 元/斤，水杂 15%，含油 37%；芜湖益海挂牌 2.50-2.55 元/斤，水杂

14%，含油 35%。舒城地区油厂菜籽收购 2.55 元/斤，含油 37%，水杂 13%。宣城地区菜籽价格在 2.50

元/斤，含油 38%，水杂 11%。巢湖大平挂牌价 2.55 元/斤，涨 0.03，水杂 15%，含油 37%。淮南中谷

挂牌 2.55 元/斤，国标三等标准。池州地区菜籽挂牌价格在 2.50 元/斤，较昨日持平。 

7 月 4 日，湖北地区菜籽价格稳健，襄阳老河口地区农户菜籽基本收割完毕，预计今年菜籽较去

年减产，奥星公司新菜籽挂牌收购价格在 2.50-2.55 元/斤（水杂 14%，含油 36%），较昨日持平。监

利、潜江、荆门等中小型油厂收购积极，大型油厂挂牌价不变，来自于安徽、浙江的外埠厂家收购湖

北菜籽为主，另外来自岳阳的油厂采购力度加大。监利油厂报价 2.55 元/斤，涨 0.02 元/斤，水杂

15%。潜江油厂菜籽挂牌 2.55 元/斤，14%水杂。松滋地区油厂收购菜籽价格在 2.42 元/斤。黄冈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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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籽收购价格在 2.55 元/斤，水杂 11%，含油低于 36。荆门福美来菜籽收购价格在 2.57 元/斤，水

杂 11%。 

【国内菜籽粕市场短评】4 日国内各地菜籽粕价格稳定，维持较高价位 

中华油脂网  2013-07-04 

7 月 4 日，江苏地区菜粕价格总体稳定。镇江市场上菜粕出厂报价 2800 元/吨（蛋白 36%），较昨

日持平。常州溧阳地区菜粕货源甚少，惜售高报 2850 元/吨（蛋白 36%），较昨日持平。盐城红蜻蜓

公司菜粕出厂报价 2750 元/吨（蛋白 36%），较昨日持平。南通地区油厂菜粕在 2800 元/吨，较昨日

持平；东台地区菜粕报价在 2800 元/吨，较昨日持平。扬州宝应地区菜粕出厂报价 2750 元/吨（蛋白

36%），持平。苏州地区菜粕量大成交 2800 元/吨（蛋白 36%），较昨日持平。南京地区菜粕价格报价

在 2850 元/吨（蛋白 36%），较昨日持平。 

7 月 4 日，安徽地区菜粕报价 2750-2850 元/吨，与昨日持平，滁州定远地区菜粕出厂价 2750（蛋

白 36%）元/吨，马鞍山含山地区菜粕出厂报价 2800 元/吨（蛋白 36%），合肥地区菜粕报价在 2800 元

/吨（蛋白 36%），走货困难。巢湖地区当地大平厂家菜粕成交在 2850 元/吨，库存不大。淮南地区 36%

蛋白菜粕报价在 2750 元/吨（蛋白 36%），走货不快。芜湖地区厂家菜粕成交在 2800 元/吨（蛋白 36%），

较昨日持平，库存不大。 

7 月 4 日，湖北地区菜粕表现大体稳定，中粮油厂普遍报价在 2900-3000 元/吨间，中小厂报价

在 2800 元/吨附近，高价区间基本无成交，执行前合同为主，部分中小厂菜粕出货价格稳定在

2760-2800 元/吨。老河口奥星菜粕现货报价 2950 元/吨，34-35%蛋白，执行合同为主。孝感地区菜

粕报价 2750-2800 元/吨，蛋白 36%。松滋地区菜粕 2760 元/吨，蛋白 36%。黄冈中粮菜粕报价 2900

元/吨，34%蛋白。荆门福美来菜粕 2800 元/吨，34 蛋白。黄梅地区油厂菜粕 2800 元/吨。荆州油厂

菜粕报价在 2750-2850 元/吨，蛋白 35%。襄阳地区菜粕成交 2750 元/吨，报价 2800 元/吨；松滋地

区油厂菜粕报价在 2800 元/吨。 

【国内豆油市场短评】4 日国内豆油现货价格整体稳定 

中华油脂网  2013-07-04 

广东东莞地区豆油价格：中储报价，一级豆油报 7150 元/吨。 

四川成都地区豆油价格：工厂报价，一级豆油 7600 元/吨。 

江苏泰兴地区油厂豆油报价：邦基报价，一级豆油成交价 7320 元/吨。 

江苏靖江地区油厂豆油价格：靖江龙威 报价：一级豆油 7350 元/吨。 

江苏镇江地区油厂豆油价格：一级豆油 7350 元/吨。 

江苏南通地区油厂豆油报价：工厂报价，一级豆油 7350 元/吨。 

天津地区豆油价格行情：中纺报价：一级豆油 7400 元/吨。 

河北秦皇岛地区油厂豆油价格：一级豆油 7450 元/吨，四级豆油 7350 元/吨。 

山东日照地区豆油报价，邦三报价，一级豆油 7230 元/吨，三级豆油 7130 元/吨，四级豆油 7080

元/吨，毛豆油 7130 元/吨。 

山东博兴地区油厂豆油价格：香驰报价：一级豆油成交 7280 元/吨。 

辽宁大连地区豆油价格行情动态：市场报价，一级豆油 7430 元/吨。 

【国内棕榈油市场短评】4 日国内主要港口棕榈油价格整体稳定 

中华油脂网  2013-07-04 

天津地区棕榈油市场行情平稳。24 度棕榈油贸易商报价在 5800 元/吨左右，价格较昨日持平。 

广州地区棕榈油市场行情平稳。24 度棕榈油贸易商报价 5700 元/吨左右，价格较昨日持平。 

张家港地区棕榈油市场行情平稳。24 度棕榈油贸易商报价在 5750 元/吨左右，价格较昨日持平。 

山东日照棕榈油市场行情平稳。24 度棕榈油贸易商报价 5750 元/吨左右，价格较昨日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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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盘评论】 

7 月 4 日ICE油菜籽日评：天气良好，油菜籽下跌  

汇易网 

北京德润林 7 月 5 日消息：周四，ICE 旗下的加拿大温尼伯商品交易所油菜籽期货市场收盘下跌，

因为西加拿大地区天气条件相对良好。  

截至收盘，11 月合约下跌 4.50 加元，报收 534.60 加元/吨；1 月合约下跌 4.40 加元，报收 539.60

加元/吨。  

美国市场周四休市一天，使得油菜籽市场缺少新的指引。  

西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天气形势良好，有利于油菜籽作物生长，给盘面构成了下跌压力。  

其他外围市场走软，其中包括国际原油以及欧洲油菜籽期货市场，同样压制了油菜籽价格。  

不过技术图表发出利好讯号，油菜籽价格坚守住了长期支撑位，制约了大盘的下跌空间。  

陈季油菜籽供应紧张，也对盘面利好。  

虽然大部分油菜籽作物状况良好，但是据称多达 20%的油菜籽耕地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比如降

雨过量等等。天气预报显示，下周许多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也对盘面利好。  

周四，油菜籽市场成交量估计为 1,587 手，相比之下，周三为 6,896 手。 

7 月 4 日马来西亚棕榈油日评：库存下滑，棕榈油收涨 

汇易网 
北京德润林 7 月 5 日消息：周四，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BMD）毛棕榈油期货市场收盘上涨，

因为中国大豆市场走强，投资者乐观地认为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将会连续第六个月下滑。  
基准 9 月毛棕榈油合约上涨 0.2%，报收 2370 令吉/吨。  
不过当天棕榈油价格仍局限在窄幅区间内波动，交易区间在 2366 令吉到 2384 令吉，因为重要数

据即将出台，交易商不愿冒险操作。  
马来西亚棕榈油局将于下周三发布六月份棕榈油产量、出口以及库存数据。  
据路透社对分析师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分析师预计六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可能降至一年来

的最低水平，约为 174 万吨，因为需求继续超过供应。  
吉隆坡某经纪行一位交易商称，大商所豆油价格走高，带动了马来西亚棕榈油市场。棕榈油价格

一度下跌，不过只是调整而已。  
他表示，棕榈油市场呈现区间振荡态势，人们都在等待马来西亚棕榈油局下周发布的最新数据。

人们希望棕榈油库存进一步下滑。他预计棕榈油价格可能反弹至 2400 令吉。  
虽然斋月节前的棕榈油需求旺盛，但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形势令人担忧，制约了棕榈油市场的上涨

空间。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进口国。  
今年上半年棕榈油价格下跌了 3.9%。  
分析师还预计六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将增长 6%，说明棕榈油产量开始逐渐提高。  
周四，棕榈油市场成交量估计为 26,046 手，相比之下，正常为 35,000 手。 

7 月 4 日CBOT市场休市，无豆油期货收盘报价 

汇易网 
因独立日，美国市场周四休市一天，无豆油期货收盘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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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信息】-------------------------------- 

7 月 4 日NYMEX原油市场休市 

CME 官网 

7 月 4 日美国独立纪念日，NYMEX 原油市场休市。 

7 月 4 日PTA现货市场以稳为主 

中国化纤信息网 

PTA 现货：                                          涨跌幅 

CCF 内盘 PTA 日均价:7670 元/吨 现货现款自提            -10 元/吨 

CCF 外盘台产 PTA 日均价:1060 美元/吨                   +0 美元/吨 

CCF 外盘韩产 PTA 日均价:1060 美元/吨                   +0 美元/吨 

CCF 外盘综合 PTA 日均价:1060 美元/吨                   +0 美元/吨 

CCF PTA 接盘指数:3.0 

今日行情回顾 

周四，PTA 现货市场买气尚可，商谈重心持稳坚挺。内盘市场：早盘 PTA 现货行情持稳，主流报

盘 7700-7750 元/吨送到，递盘 7650 元/吨或偏上，个别贸易商递盘稍高 7700 元/吨自提附近，商谈

多在 7650-7700 元/吨，工厂接盘意向稍低，贸易商接盘意向稍高，一单现货 7690 元/吨送到成交。

午后 PTA 内盘买气较好，贸易商和工厂均有递盘，主流报盘 7750 元/吨，递盘 7650-7700 元/吨，商

谈 7700 元/吨或偏上，市场行情较坚挺，但尾盘期货下滑，市场商谈重心小幅回落，部分商谈成交在

7670-7690 元/吨区间展开。外盘市场：早盘 PTA 外盘交投平淡，保税货报盘 1065 美元/吨附近，船

货报 1060-1065 美元/吨，递盘 1055 美元/吨或偏上，商谈暂维持 1060 美元/吨附近，一单船货 1060

美元/吨成交。午后，外盘行情持稳，报盘 1065 美元/吨，递盘 1055 美元/吨或偏上，商谈 1060 美元

/吨附近。 

下游产销 

江浙涤丝产销略有分化：截至下午 3 点，FDY 回升，多数可以超百；POY 变动不大，平均在 8-9

成。江浙几家直纺工厂产销在 120%、80%、200%、100%、100%、110%、150%、80%、300%、60%、80%、

55%、130%。 

后市行情简析 

目前市场心态有所好转，近期装置开工负荷降至低位，7 月份预报的检修装置仍较集中，但下游

产销仍较平淡，买盘仍在观望，近期现货行情可能持稳震荡，市场仍在观望等待突破。 

接盘指数说明： 

反映更新日期当日国内 PTA 市场接盘情况，范围为 0-5，0-2 为较弱(含 2)，2-3 为一般(含 3)，

3-5 为活跃。 

7 月 4 日MEG现货市场表现坚挺 

中国化纤信息网 
MEG 现货：                                   涨跌幅 

CCF 内盘 MEG 日均价：7150 元/吨                 +5 元/吨 

CCF 外盘 MEG 日均价：977 美元/吨                +7 美元/吨 

CCF 接盘指数：4.0 

今日行情回顾 

周四，MEG 现货市场先抑后扬，现货及近月期货买盘气氛较好，但是早盘出货较多，特别是远月

期货出货较多，不过主流贸易商报盘不多。午后市场气氛上涨较快，外盘买气回升明显，贸易商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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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现货行情也比较坚挺，但工厂多以按需补货为主，现货追涨力度不大，。 

内盘方面：早盘 MEG 内盘行情持稳，现货报盘 7150 元/吨左右，递盘 7080-7100 元/吨，商谈 7100

元/吨或偏上，商谈僵持，几单现货 7130 元/吨附近成交，一单现货较低 7110 元/吨成交；8 月期货

报 7180-7200 元/吨，递 7100 元/吨或偏上，两单 7120、7130 元/吨成交；9 月期货报 7250 元/吨左

右，递盘 7150-7180 元/吨，商谈 7180-7200 元/吨附近；远月期货出货略多，近月期货买气尚可。午

后 MEG 内盘现货报盘坚持 7170-7200 元/吨偏内，主动报盘不多，递 7100-7150 元/吨附近，买气有所

回升，几单现货 7150 元/吨及偏上成交。9 月底期货报 7250 左右，递盘 7150-7200 元/吨；近月期货

买气回升相对明显，7 月份期货递盘 7150 元/吨附近。 

外盘方面：早盘 MEG 外盘行情持稳，市场出货较多，保税报盘 975 美元/吨附近，递盘 965-970

美元/吨，商谈 970-975 美元/吨，较早一单保税 975 美元/吨成交；船货报盘 973-975 美元/吨，递盘

965-970 美元/吨左右，商谈 970 美元/吨左右，成交等待午后明朗。午后 MEG 外盘主动报盘稍有减少，

船货主流报盘坚持 980 美元/吨，主流递盘 970-975 美元/吨，买盘气氛回升较明显，少数空单报盘较

低在 975 美元/吨，午后较早船货在 970 附近美元/吨成交，多单船货 980 美元/吨附近成交，个别成

交略高，贸易商接盘为主。保税报盘 980 美元/吨附近，递盘 975 美元/吨，几单保税 975-980 美元/

吨附近成交。 

下游产销：江浙涤丝产销略有分化：截至下午 3 点，FDY 回升，多数可以超百；POY 变动不大，

平均在 8-9 成。江浙几家直纺工厂产销在 120%、80%、200%、100%、100%、110%、150%、80%、300%、

60%、80%、55%、130%。 

后市行情简析 

6 月份聚酯产销水平整体在做平附近，淡季表现不凡，聚酯工厂库存水平压力不大；不过聚酯下

游库存中等略偏高，下游实体企业受资金困扰较大，库存向下转移一定程度受阻，短期整体压力尚可。 

从 MEG 市场情况来看，短期港口库存压力放缓，在目前较低端的价格水平下，市场期货操作会较

为谨慎，加上前期逼空的经历下，期货空单回补操作可能提前；并且在整体预期 7 月上旬资金或略有

缓解，市场继续向下挤压的势头不明显；相反存在一部分短线做多的想法。综合来看，短期市场维持

震荡略偏强，后期由于供应增加、旺季不旺、资金方面的担忧，MEG 整体长线信心仍需恢复。 

接盘指数说明： 

反映更新日期当日国内 MEG 市场接盘情况，范围为 0-5，0-2 为较弱(含 2)，2-3 为一般(含 3)，

3-5 为活跃。 

7 月 4 日聚酯切片市场部分上调报价 

中国化纤信息网 

江浙半光切片现货成交价：  9250-9350 元/吨现款自提成交价     CCF 均价： 9300    0   

江浙有光切片现货成交价：  9250-9350 元/吨现款自提成交价     CCF 均价： 9300    0 

江浙阳离子切片现货成交价：10450-10550 元/吨六月承兑送到价   CCF 均价：10500    0  

聚酯切片市场部分报价上涨五十，一般工厂或贸易商主流报 9300-9400 元/吨现款，部分稍高报

9450-9500 元/吨现款，实际主流商谈维持 9300-9350 元现款，稍低在 9250 元/吨现款。  

报价方面：荣盛石化早盘聚酯切片报价在 9650 元/吨三月承兑；浙江古纤道早盘聚酯切片报价在

9400 现款；浙江翔盛早盘聚酯切片报价在 9400 元/吨现款；浙江佳宝早盘聚酯切片报价在 9400 现款；

江苏恒力早盘聚酯切片报价涨至 9550 现款；江苏三房巷早盘聚酯切片报价涨至 9550 现款；江阴金桥

化工早盘有光切片报价上涨 50 元/吨至 9550 元/吨现款。  

成交方面：今聚酯切片成交回落，买盘观望，商谈重心维持在 9300-9350 元/吨现款，少数商谈

稍低在 9250 元/吨现款，少量刚性备货在此价位成交。江浙市场一小单半光切片 9300 元/吨现款送到

成交。  

产销方面：江浙涤丝产销略有分化：截至下午 3 点，FDY 回升，多数可以超百；POY 变动不大，

平均在 8-9 成。江浙几家直纺工厂产销在 120%、80%、200%、100%、100%、110%、150%、80%、300%、

60%、80%、55%、130%。  

切片纺方面：成本上涨，江浙切片纺受下游资金及采购意愿压制丝价提涨乏力，今各地工厂丝价

持稳为主。太仓一主流切片纺 POY75/36（125）、100/36 白丝报 10500、10300 元，成交适量优惠；75/36

（125）、150/48 黑丝在 10800、10300 元/吨上下。慈溪地区切片纺丝价格稳定，POY75/36（150）主



 14

流成交集中在 10300-10350 元/吨，部分二线偏低 50-100 元/吨。萧绍切片纺黑丝 POY150/48、300/96、

150/144 主流成交重心在 10500、10300、11200 元/吨上下。  

本周多数切片纺存在刚性补货需求，但下游受资金面限制丝价提涨乏力，同时原料买盘谨慎。聚

酯切片昨日买盘适度放量后，今日成交回落明显。另外，受国际油价支撑，本周贸易商低价惜售，市

场低端货源减少。预计短期聚酯切片整体震荡偏强走势，成交气氛较上周小幅转暖。 

7 月 4 日涤纶长丝市场报稳 

中国化纤信息网 

葡萄牙政府解体危机在即，引发债市恶化，拖累股市暴跌；埃及动荡加剧，美原油涨至 14 个月

新高。行业方面，昨日江浙涤丝产销维持刚需，截至下午 4 点，多数在 8-9 成，原油上涨但对后市需

求看法谨慎，下游心态游移，此外资金状况尚未明显缓解。  

浙江市场：桐昆涤丝持稳，POY150/144 在 10450 元/吨，150/288 在 10550 元/吨。荣盛 DTY 普降

一百，微网 75/72 报 14300 元/吨，75/144 报 14600 元/吨，100/144 报 13700 元/吨三月承兑。亿丰

FDY 基本普涨一百，半光 50/48 报 12500 元/吨，100/72 报 11400 元/吨，150/96 报 10500 元/吨。FDY

稳定，半光 75/36 在 11450 元/吨，100/48 在 11150 元/吨，有光 75D 在 11450 元/吨，150D 在 11000

元/吨。翔盛稳定，POY150/144、150/288 报 10500、10600 元/吨；FDY120D 报 10600 元/吨。POY 稳

中局部降五十，300/96 报 10200 元/吨，75/36 十公斤 125 分特报 10550 元/吨，二十件优惠两百。宁

波地区偏高价格继续向低价重心跟进，华鑫 POY 下调五十，75/36 十公斤 144 分特在 10500 元/吨，

125 分特在 10600 元/吨。江浙涤丝价格：DTY 偏高价格继续向低价跟进，低价重心暂稳，POY 稳中零

星微调，FDY 均报稳定，个别厂视销量或有推涨意向。  

江苏市场: 盛虹 POY 部分规格降百元，其余稳定，DTY75/144 报 14800 元/吨，150/144 报 12400

元/吨现款。申久 POY 持稳，75/72（135）报价 11350 元/吨，150/144 报价 10700 元/吨，成交优惠

一到两百。恒力 FDY 报稳，半光 50/24 报 11900 元/吨，75/36 报 11400 元/吨，75/72 报 11500 元/

吨，成交视量优惠百元。华亚 FDY 持稳，半光 76 分特在 11750 元/吨，有光 53 分特 12350 元/吨，76

分特在 11750 元/吨，83 分特 11550 元/吨。近期局部地区 DTY 成交重心有所下降，常熟地区 150/288

在 12700 元/吨，150/144 在 12200-12400 元/吨，销往长兴方向 75/36 在 13900-14100 元/吨；太仓

地区销往长兴方向 150/144 在 11800-12000 元/吨，销往盛泽方向 75/72 在 13900-14000 元/吨，销往

海宁方向 75/72 在 13900 元/吨，销往苏北方向 150/144 在 12000 元/吨。  

中润切片纺 POY 报价稳定，75/36（125）、100/36 白丝报 10500、10300 元/吨，成交适量优惠；

75/36（125）、150/48 黑丝在 10800、10300 元/吨上下。慈溪地区切片纺丝价格稳定，POY75/36（150）

主流成交集中在 10300-10350 元/吨，部分二线偏低 50-100 元。  

福建翔鹭 DTY 持稳，150/36、150/48 报 12800 元/吨，100/36 报 13300 元/吨，300/72 报 12100

元/吨。近期各地加弹开机率高位持稳，个别存在间隙性停车现象，加弹开机太仓在 9 成以上，常熟、

长兴 9 成，萧绍 8-9 成，慈溪 8 成，由于资金紧张状况持续，市场心态相对偏弱，加弹企业对 POY 多

维持按需采购，但对偏低价格的 POY 也同时存在一定的投机性需求。  

今日总结:江浙涤丝产销略有分化：截至下午 3点，FDY 回升，多数可以超百；POY 变动不大，平

均在 8-9 成。江浙几家直纺工厂产销在 120%、80%、200%、100%、100%、110%、150%、80%、300%、

60%、80%、55%、130%。 

7 月 4 日直纺涤短市场持稳 

中国化纤信息网 
主要产品主流价格（元/吨):  

大化纤 1.4D*38mm（直纺）华东主流送到成交价： 10000-10100     0--0  

大化纤 1.4D*38mm（直纺）最低现款送到成交价： 9550        0  

大化纤 1.4D*38mm（直纺）较高现款送到报价： 10200           0  

大化纤 1.4D*38mm（直纺）FOB 张家港（美元/吨）： 1390-1420      0-0  

今日原油市场站上 101 美元/桶以上，但 PTA 期货表现弱势，除个别厂家小幅提涨报价外，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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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平稳走货。今日江浙半光 1.4D 直纺涤短主流成交商谈在 10000-10100 元/吨送到，较高

10150-10200 元/吨；福建地区成交重心依旧维持在 9950-10000，较低有 9900 听闻。山东、河北地区

成交重心稳在 10000-10100 元/吨，较高 10200 送到。受期货下跌影响，今日直纺涤短产销略有回落，

部分较好能做平，较低 6-8 成附近。  

下游持续补货力度有限，加上原料表现弱势，直纺涤短维稳走货为上。 

EG/PTA市场行情(2013.7.4) 

中国化纤信息网 
 EG/PX/PTA 

PTA(2013-07-04)现货行情 

生产厂家 产地 等级 市场 价格 单位 物流方式 结算方式 价格类型 备注 

 国产 优质 江浙市场 7670 元/吨 自提 现款 日均价 CCF 内盘 

 韩产 优质 CFR 中国 106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日均价 CCF 外盘 

 台产 优质 CFR 中国 106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日均价 CCF 外盘 

 外盘 优质 CFR 中国 106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日均价 CCF 外盘综合 

 国产 优质 江浙市场 7750 元/吨 送到 现款 报价  

 国产 优质 江浙市场 7650-7700 元/吨 送到 现款 询盘价  

 国产 优质 江浙市场 7650-7700 元/吨 送到 现款 商谈价  

 韩产 优质 CFR 中国 106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报价  

 韩产 优质 CFR 中国 105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询盘价  

 韩产 优质 CFR 中国 1060-106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商谈价  

 韩产 优质 CFR 中国 106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成交价 上午一单船货成交

 台产 优质 CFR 中国 106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报价  

 台产 优质 CFR 中国 105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询盘价  

 台产 优质 CFR 中国 106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商谈价  

保税 外盘 优质 CFR 中国 106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报价  

保税 外盘 优质 CFR 中国 1055-106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询盘价  

保税 外盘 优质 CFR 中国 1060-106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商谈价  

国内一主流供应商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7 月份 

国内一主流供应商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6 月份 

国内一主流供应商 国产   8075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份 

国内一主流供应商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5 月份 

国内一主流供应商 国产   8075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5 月份 

国内一主流供应商 国产   84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4 月份 

国内一主流供应商 国产   805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份 

国内一主流供应商 国产   840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3 月份 

翔鹭石化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7 月份 

翔鹭石化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6 月份 

翔鹭石化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份 

翔鹭石化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5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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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鹭石化 国产   8075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5 月份 

翔鹭石化 国产   84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4 月份 

翔鹭石化 国产   805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份 

翔鹭石化 国产   90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3 月份 

翔鹭石化 国产   840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3 月份 

逸盛石化 国产   83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6 月份 

珠海碧辟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7 月份 

珠海碧辟 国产   8075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份 

珠海碧辟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5 月份 

珠海碧辟 国产   8075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5 月份 

逸盛石化 国产   83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6 月份 

逸盛石化 国产   83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6 月份 

逸盛石化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份 

逸盛石化 国产   83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5 月份 

逸盛石化 国产   8075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5 月份 

远东石化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6 月份 

远东石化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份 

远东石化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5 月份 

远东石化 国产   8075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5 月份 

恒力石化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7 月份 

恒力石化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6 月份 

恒力石化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份 

恒力石化 国产   8075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5 月份 

恒力石化 国产   85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4 月份 

恒力石化 国产   805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份 

东方希望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7 月份 

东方希望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5 月份 

东方希望 国产   8075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5 月份 

东方希望 国产   805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份 

东方希望 国产   8200 元/吨 送到  合同预收款价 2013 年 6 月份 

东方希望 国产   8100 元/吨 送到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份 

MEG(2013-07-04)现货行情 

生产厂家 货源类型 市场 价格 单位 物流方式 结算方式 价格类型 备注 

CCF 内盘现货 内盘 CFR 中国主港 7150 元/吨 到港 L/C90 天 日均价 CCF 外盘 

CCF 外盘船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77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日均价 CCF 外盘 

现货 进口  7170-7180 元/吨 出罐 现款 报价  

现货 进口  7100-7150 元/吨 出罐 现款 询盘价  

现货 进口  7150-7160 元/吨 出罐 现款 商谈价  

现货 进口  7110-7130 元/吨 出罐 现款 成交价 上午几单现货成交

现货 进口  7150 元/吨 出罐 现款 成交价 下午一单现货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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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下期货 进口  7180-7200 元/吨 出罐 现款 报价  

7 月下期货 进口  7100-7120 元/吨 出罐 现款 询盘价  

7 月下期货 进口  7120-7150 元/吨 出罐 现款 商谈价  

7 月下期货 进口  7120 元/吨 出罐 现款 成交价 上午一单期货成交

7月下期货 进口  7130 元/吨 出罐 现款 成交价 上午一单期货成交

9月下期货 进口  7250 元/吨 出罐 现款 报价  

9 月下期货 进口  7150-7200 元/吨 出罐 现款 询盘价  

9 月下期货 进口  7200-7230 元/吨 出罐 现款 商谈价  

9 月下期货 进口  7200 元/吨 出罐 现款 成交价 上午一单现货成交

7月上船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8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报价  

7 月上船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7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询盘价  

7 月上船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7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商谈价  

7 月上船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7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成交价 下午一单成交 

7 月下船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80-98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报价  

7 月下船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75-98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询盘价  

7 月下船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8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商谈价  

7 月下船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80-98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成交价 下午多单船货成交

保税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8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报价  

保税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7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询盘价  

保税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75-98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商谈价  

保税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75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成交价 上午一单保税成交

保税货 外盘 CFR 中国主港 975-98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成交价 下午几单保税成交

中石化 内盘  7650 元/吨  三月承兑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5 月 

中石化 内盘  7650 元/吨  三月承兑 合同报价 2013 年 6 月 

中石化 内盘  7300 元/吨  三月承兑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 

中石化 内盘  7300 元/吨  三月承兑 合同报价 2013 年 7 月 

MEGLOBAL 外盘 CFR 亚洲 121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合同报价 2013 年 4 月 

MEGLOBAL 外盘 CFR 亚洲 119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合同报价 2013 年 5 月 

MEGLOBAL 外盘 CFR 亚洲 119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合同报价 2013 年 6 月 

MEGLOBAL 外盘 CFR 亚洲 110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合同报价 2013 年 7 月 

SABIC  外盘 CFR 亚洲 115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合同报价 2013 年 6 月 

SABIC  外盘 CFR 亚洲 110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合同报价 2013 年 7 月 

SHELL 外盘 CFR 亚洲 119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合同报价 2013 年 5 月 

SHELL 外盘 CFR 亚洲 119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合同报价 2013 年 6 月 

SHELL 外盘 CFR 亚洲 1090 美元/吨 到港 L/C90 天 合同报价 2013 年 7 月 

对二甲苯(2013-07-03)隔夜盘 

生产厂家 产地 市场 价格 单位 物流方式 结算方式 价格类型 备注 

  CFR 中国/台湾 1442-1443 美元/吨  L/C30-45 天 现货价  

  FOB 韩国 1417-1418 美元/吨  L/C 即期 现货价  

  FOB 韩国 1418-1420 美元/吨  L/C 即期 现货价 7 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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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B 韩国 1417-1419 美元/吨  L/C 即期 现货价 8 月上半月 

  FOB 韩国 1416-1418 美元/吨  L/C 即期 现货价 8 月下半月 

  FOB 韩国 1415-1417 美元/吨  L/C 即期 现货价 9 月上半月 

  FOB 鹿特丹 1349-1351 美元/吨   现货价  

  FOB 鹿特丹 1349-1351 美元/吨   现货价 7 月 

  FOB 鹿特丹 1349-1351 美元/吨   现货价 8 月 

  FOB 美国海湾 1395-1405 美元/吨   现货价  

中石化   10550 元/吨   合同报价 2013 年 7 月 

中石化   10550 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 

中石化   10600 元/吨   合同报价 2013 年 6 月 

中石化   10700 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 

中石化   12500 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1 月 

中石化   12500 元/吨   合同报价 2013 年 2 月 

中石化   12800 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2 月 

中石化   11800 元/吨   合同报价 2013 年 3 月（调）

中石化   11550 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3 月 

中石化   11000 元/吨   合同报价 2013 年 4 月 

中石化   10700 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 

中石化   10600 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5 月 

S-oil  CFR 亚洲 141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7 月 

S-oil  CFR 亚洲 140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 

S-oil  CFR 亚洲 140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 

S-oil  CFR 亚洲 1600 美元/吨   合同倡导价 2013 年 4 月 

S-oil  CFR 亚洲 1625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1 月 

S-oil  CFR 亚洲 1485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2 月 

JX 日矿日石能源  CFR 亚洲 141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7 月 

JX 日矿日石能源  CFR 亚洲 1500 美元/吨   合同倡导价 2013 年 7 月 

JX 日矿日石能源  CFR 亚洲 140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 

JX 日矿日石能源  CFR 亚洲 1625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1 月 

JX 日矿日石能源  CFR 亚洲 1685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2 月 

JX 日矿日石能源  CFR 亚洲 167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3 月 

JX 日矿日石能源  CFR 亚洲 1580 美元/吨   合同倡导价 2013 年 4 月 

JX 日矿日石能源  CFR 亚洲 140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 

埃克森美孚  CFR 亚洲 141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7 月 

埃克森美孚  CFR 亚洲 1500 美元/吨   合同倡导价 2013 年 7 月 

埃克森美孚  CFR 亚洲 140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 

埃克森美孚  CFR 亚洲 1720 美元/吨   合同倡导价 2013 年 2 月 

埃克森美孚  CFR 亚洲 1685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2 月 

埃克森美孚  CFR 亚洲 1750 美元/吨   合同倡导价 2013 年 3 月 

埃克森美孚  CFR 亚洲 1650 美元/吨   合同倡导价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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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  CFR 亚洲 140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 

Idemitsu  CFR 亚洲 141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7 月 

Idemitsu  CFR 亚洲 1550 美元/吨   合同倡导价 2013 年 7 月 

Idemitsu  CFR 亚洲 140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6 月 

Idemitsu  CFR 亚洲 1600 美元/吨   合同倡导价 2013 年 4 月 

Idemitsu  CFR 亚洲 1400 美元/吨   合同结算价 2013 年 4 月 

 
 
                                                                                                       

-------------------------------【甲醇信息】------------------------------ 

【国内市场】 

7 月 4 日国内甲醇现货市场行情 

金银岛 

华东甲醇市场今日氛围略淡，截止稿前了解，江苏持货商主流出罐报价 2520-2570 元/吨，较昨

基本持平，低端集中太仓，高端南通地区；宁波卖家报盘集中 2600-2620 元/吨，较昨小幅走低 10 元

/吨，部分可谈。 

华南甲醇市场氛围一般，局部略稳，截止稿前了解，该地出罐主流区间集中 2550-2570 元/吨，

低端多在东莞，南沙集中高端，成交情况有待进一步关注。 

山东甲醇今日局部继续延续小幅推涨趋势，截止稿前了解，该地主流出货价格 2250-2330 元/吨，

低端较昨小幅走高 10 元/吨。其中，鲁南主流出厂 2250-2280 元/吨，涨 10 元/吨；临沂市场跟涨至

2270-2280 元/吨；中部行情暂稳，该地企业出厂 2330 元/吨，周边市场维持 2330-2350 元/吨。 

山西甲醇市场今日未作调整，该地企业主流出厂 2100-2180 元/吨，较昨持平，部分承兑稍高。

其中临汾集中 2100-2130 元/吨（高端承兑）；晋城 2180-2230 元/吨（高端承兑）；长治部分现金出厂

2200 元/吨。该地货源主要销往河南等地。 

河南甲醇市场走势平稳，截止稿前了解，该地生产企业主流出货 2200-2200 元/吨，较昨持平；

洛阳地区价格集中 2170-2180 元/吨，低端大单；此外，濮阳承兑维持 2330 元/吨。  

宁夏甲醇近日供给有限，悉该地甲醇装置目前陆续恢复中，部分将于下周展开销售，企业新价未

出，有待进一步关注。 

【上下游市场】  

7 月 4 日甲醛市场行情 

金银岛 
国内甲醛市场依旧延续窄幅盘整走势，多地氛围较为一般。其中河北甲醛走势平稳，当地企业主

流出货价格集中维持 1140-1200，整体开工负荷在 5 成附近，下游需求逐步进入淡季。 

7 月 4 日醋酸市场行情 

金银岛 

今日国内醋酸市场商谈中心走低，市场成交清淡。下游部分企业停车，需求低迷，市场看空心态

较重，预计短期市场价格将暂时横盘整理，后市仍有下行空间。今日：江苏市场在 2800-29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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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出罐， 略低价格有，浙江市场在 3000-3050 元/吨送到；华南地区主流在 3000-3100 元/吨出罐；

华北地区主流在 2650-2700 元/吨。 

7 月 4 日二甲醚市场行情 

金银岛 

随着市场备货工作的结束，北方二甲醚市场购销氛围转淡，下游逐步步于观望行列，河南区域市

场需求量骤然减少，部分厂家实际率先下调其价格，市场价格的回落或将再度引发下游大规模观望，

二甲醚市场后市令人堪舆。市场利空主导，在经过短暂备货期后，市场观望情绪逐渐加重，此后周内

伴随着部分厂家装置陆续开工，预计买方仍将消耗库存为主，而北方市场下行走势将更加明显。 

7 月 4 日DMF市场行情 

金银岛 
周四，国内 DMF 市场较为安静，成交情况仍不乐观。生产企业开工仍维持低负荷，目前共计 28

万吨装置暂停生产，虽然未在市场供求面上体现，但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厂家的压力，市场得以维

持平稳。今日各地 DMF 市场稳定，华北及山东地区主流出厂 4850-5000 元/吨之间，低价位为量大成

交价；江苏地区主流送到商谈在 5200-5350 元/吨，低价位现金为主；浙江地区根据货源不同，市场

主流送到商谈维持在 5300-5500 元/吨之间，高价位可承兑。 
 

-------------------------------【玻璃信息】------------------------------- 

2013 年 7 月 4 日中国玻璃综合指数  

中国玻璃信息网 
2013 年 7 月 4 日中国玻璃综合指数 1083.33 点，环比上涨-0.76 点；中国玻璃价格指数 1062.46

点，环比上涨-0.82 点；中国玻璃信心指数 1166.82 点，环比上涨-0.53 点。今天现货市场总体呈现区

域分化的特征，有涨有落。市场信心不足，主要是源于产能的增加和房地产政策的严控。目前玻璃现

货价格已经较三四月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大量囤货也不能让流通渠道接受，只能是随进随出或少量

存货。 

华东地区市场简述 

中国玻璃信息网 
今天华东现货市场表现不佳，市场价格略有回落，生产企业产销略有失衡。主要还是流通渠道市

场信心不足，认为短期内市场价格不会有过好表现，进货积极性不高。生产企业则尽量挺价，比较效

益损失。华东地区上海地区昆山台玻 5mm 降低 8 元，12mm 降低 10 元；吴江南玻 6mm 降低 8 元；

山东济南地区河北迎新 4mm 降低 10 元，5mm 降低 8 元；其他品种价格稳定。 
   

华南市场市场简述 

中国玻璃信息网 
今天华南地区现货市场表现不佳，生产企业库存略有增加，部分企业销售价格也有所回调。近期



 21

华南销售形势处于僵持状态，生产企业挺价和流通渠道进货不积极形成一定的市场分歧。还是由于市

场形势不明朗所致。华中地区近期销售形势一般，部分企业库存略有上涨。广州地区漳州旗滨 5mm
降低 16 元，12mm 降低 14 元；华中武汉地区株洲旗滨 4mm 降低 10 元，5mm 降低 8 元；其他品种价

格稳定。 

华北市场市场简述 

中国玻璃信息网 
今天华北地区市场表现尚可，部分企业质量不好，价格有所调整，大部分企业价格保持稳定。沙

河玻璃近期出库普遍不好，但库存尚在合理范围之内。据了解，沙河很多玻璃深加工企业，因为污染

问题被当地环保部门勒令停产。这个是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未来沙河玻璃行业都要改天然气或者其他

清洁能源，已达到清洁生产的要求，这样会使成本大幅度增加！沙河玻璃企业很多环保手续不全，要

环境治理的话，第一可能停产，第二可能会改成天然气！华北北京地区德州晶华 4mm 上涨 10 元，5mm
上涨 8 元；秦皇岛地区奥格厚板近期质量不好，10mm 降低 8 元，12mm 降低 10 元；其他品种价格稳

定。 
 

西南市场市场简述 

中国玻璃信息网 
今天西南地区现货需求较好，大部分企业产销平衡，市场价格略有提高。成都地区湖北三峡 4mm

上涨 10 元，5mm 上涨 8 元；其他品种价格稳定。 
 

东北地区市场简述 

中国玻璃信息网 
东北地区市场表现尚可。为了激励市场，今天东北地区召开东联体会议，涨价为主，但要看执行

情况。沈阳地区秦皇岛奥格 4mm 降低 10 元，5mm 降低 8 元；其他品种价格稳定。 
 

西北市场市场简述 

中国玻璃信息网 
西北地区市场略好于其他地区，大部分生产企业能够做到产销平衡。山西利虎 4mm 上涨 10 元，

5mm 上涨 8 元；其他品种价格稳定。 

国内大宗玻璃现货交易价格（7 月 4 日） 

中国玻璃信息网 

售价 涨幅 
品种 厂家和厚度 等级 

元/平米 元/重箱 元/吨 元/平米

北京 
浮白 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2.3 62 1230.00 0 

浮白 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5.4 62 123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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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白 河北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2.3 62 1230.00 0 

浮白 河北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5.4 62 1232.00 0 

浮白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4 70 1400.00 10 

浮白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7.5 70 1400.00 8 

上海 

浮白 江苏华尔润集团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5 75 1500.00 0 

浮白 江苏华尔润集团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8.7 75 1496.00 0 

浮白 江苏华尔润集团有限公司 12mm 一等品 45.4 76 1516.00 0 

浮白 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4.7 74 1470.00 0 

浮白 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5 毫米 一等品 18.4 74 1472.00 0 

浮白 昆山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 5 毫米 一等品 20 80 1600.00 -8 

浮白 昆山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 12mm 一等品 47.8 80 1596.00 -10 

广州 

浮白 江门华尔润玻璃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5.3 77 1530.00 0 

浮白 江门华尔润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9.2 77 1536.00 0 

浮白 广东玉峰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5 75 1500.00 0 

浮白 广东玉峰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8.7 75 1496.00 0 

浮白 东莞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20.2 81 1616.00 0 

浮白 东莞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12mm 一等品 49.3 82 1647.00 0 

浮白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20 80 1600.00 -16 

浮白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12mm 一等品 48.9 82 1633.00 -14 

沈阳 

浮白 沈阳耀华玻璃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3.5 68 1350.00 0 

浮白 沈阳耀华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6.9 68 1352.00 0 

浮白 大连欣润华建材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3.5 68 1350.00 0 

浮白 大连欣润华建材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6.9 68 1352.00 0 

浮白 福耀集团双辽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5.2 76 1520.00 0 

浮白 福耀集团双辽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9 76 1520.00 0 

成都 

浮白 成都明达玻璃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6.3 82 1630.00 0 

浮白 成都明达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20.4 82 1632.00 0 

浮白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20.7 83 1656.00 0 

浮白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12mm 一等品 51.3 86 1713.00 0 

浮白 成都台玻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20.8 83 1664.00 0 

浮白 成都台玻有限公司 12mm 一等品 51.5 86 1720.00 0 

济南 

浮白 山东巨润建材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3 65 1300.00 0 

浮白 山东巨润建材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6.2 65 1296.00 0 

浮白 山东巨润建材有限公司 12mm 一等品 39.7 66 132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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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白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7.8 71 1424.00 0 

浮白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mm 一等品 43.6 73 1457.00 0 

浮白 德州晶华玻璃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4.2 71 1420.00 0 

武汉 

浮白 武汉长利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4mm 一等品 14 70 1400.00 0 

浮白 武汉长利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5mm 一等品 17.5 70 1400.00 0 

浮白 株洲旗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4 70 1400.00 -10 

浮白 株洲旗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7.5 70 1400.00 -8 

浮白 荆州市亿钧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3.9 70 1390.00 0 

浮白 荆州市亿钧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7.4 70 1392.00 0 

秦皇岛 

浮白 秦皇岛耀华工业园玻璃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4.1 71 1410.00 0 

浮白 秦皇岛耀华工业园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7.6 70 1408.00 0 

浮白 秦皇岛耀华浮法玻璃厂 4mm 一等品 14.2 71 1420.00 0 

浮白 秦皇岛耀华浮法玻璃厂 5mm 一等品 17.7 71 1416.00 0 

浮白 秦皇岛奥格玻璃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4.2 71 1420.00 0 

浮白 秦皇岛奥格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7.7 71 1416.00 0 

浮白 秦皇岛奥格玻璃有限公司 10mm 一等品 36 72 1440.00 -8 

浮白 秦皇岛奥格玻璃有限公司 12mm 一等品 43 72 1436.00 -10 

西安 

浮白 河北迎新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3 65 1300.00 0 

浮白 河北迎新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6.3 65 1304.00 0 

浮白 兰州蓝天浮法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4.6 73 1460.00 0 

浮白 兰州蓝天浮法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8.2 73 1456.00 0 

浮白 陕西省神木瑞诚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3.2 66 1320.00 0 

浮白 陕西省神木瑞诚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6.5 66 1320.00 0 

浮白 山西利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4mm 一等品 13.2 66 1320.00 10 

浮白 山西利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5mm 一等品 16.4 66 1312.00 8 

 

-------------------------------【经济信息】------------------------------ 

【形势要点：官方机构称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不大】 

中国经济二季度增速进一步下降已成大概率事件。不过，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看

来，经济平稳运行的格局未变，“硬着陆”可能性非常小。7 月 4 日，蔡进在参加商务部新闻发布会

时表示，现在市场对经济增长率过于敏感，其实缓与不缓应该是放在一个区间来看，若以过去一年多

经济增长的低谷和高峰来看，如果季度增速处在高低点 7.4%－7.9%之间，都可以说是平稳的。他表

示，从 PMI 角度来讲，经济平稳运行的格局未变，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蔡进解释道，从 PMI 角
度来看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制造业还要看非制造业 PMI；6 月官方两个 PMI 指数虽然都有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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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在 50 以上，特别是制造业 PMI 三个月均值还是 50.5，表明经济还是处在温和增长或者说适度

增长区间。此外，两个数据回落都有季节性因素，每年 6 月都是回落的，而今年回落幅度还不是很大；

非制造业略有回落主要还是受建筑业回落拖累，要注意到服务业分项 PMI 反而是回升的。他并预计，

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估计还会有一定幅度回落，但回落幅度会收窄，因为现在一些生产资料价格

已经出现回升迹象，虽然是否是趋势性回升还有待观察；此外去年低基数效应也会有影响。不过蔡进

也承认，整体上讲经济增长确实是偏弱的，主要是因为产能过剩不仅压低了价格，还打击了企业信心。

他表示，一定要控制不合理需求的增长，这应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他称，稳

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他指出，在现有经济结构中扩大需求往往可能是无效的，如

果为了适应供大于求而再去扩大需求，那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的确形成了需求，但完工以后就又

变成了供给。 

【形势要点：央行官员称将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常规化】 

今年 6 月，国务院提出要发挥金融稳增长的作用，重点提到了“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市场预

期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将加快推进。7 月 4 日，在由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与国际金融公司联合举

办的资产证券化论坛上，中国央行金融市场司副巡视员刘建红表示，经过多年的试点，中国信贷资产

证券化（ABS）管理制度基本完善，下一步，希望与各部门积极研究，将其常规化，促进 ABS 市场

长期可持续发展。刘建红指出，未来要根据国家政策，进一步扩大 ABS 的资产池范围。她并称，通

过调整资产池范围，可以引导商业银行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据介绍，截至今年 6
月末，我国累计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896 亿元。其中，2005－2008 年底，在第一轮试点当中，11
家大中型金融机构共发行 17 单，总金额 667 亿元；2011 年国务院批准继续试点以来，已有 6 家机

构发行 6 单，规模 228 亿元。刘建红表示，目前，已经发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运营良好，发起机构和

投资者范围逐步多元化，从未出现违约或现金流中断问题。发起机构包括了各类商业银行、汽车金融

公司和财务公司，投资者涵盖了各类银行、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等。目前，中国未到期的信贷

资产支持证券余额仅为 278 亿，无论与债市还是信贷相比，规模都太小，近年来市场对证券化产品需

求强烈。对此，刘建红建议，目前关于 ABS 的立法层次不高，仅为央行与银监会规章，应当将部门

规章上升为国家立法。同时，她建议加强信用评级与信息披露管理，督促中介机构提高技术水平与服

务质量。 

【形势要点：外资对中国央行施加巨大压力】 

针对此前中国市场流动性短缺引发的货币政策争执，外资机构也给予了不少的关注。安邦研究团

队在跟踪之后，汇总相关观点如下：彭博社 7 月 2 日的报道称，周小川和他的央行同事们把投资者、

银行家和市场参与者留在黑暗里四天，只是在银行同业隔夜利率飙升到创记录的 11.7%之后，才发布

一份声明，作为央行对它的目标的首次陈述。周小川本人保持沉默，直到他在 6 月 28 日重申保持市

场稳定的承诺。《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一书共同作者 Fraser Howie 认为，

“周小川的声誉此刻仍然无损，但是如果没有根本改变的话，则可能因为这件事受损，他们现在必须

坚持到底并大幅降低对信贷的依赖。”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丝尼·马丁对中国现在的金融形势

形容为，“从一个派对上撤掉酒杯”。在洛杉矶管理着 1310 亿美元的 TCW 集团公司的新兴市场分析

师 Loevinger 认为，周小川“倾向于一个引导中国软着陆而不是帮助激起信贷热潮的传统”。《中国人

民银行的崛起》一书的共同作者冯惠则说，周小川在 7 月 1 日一个采访中的讲话表明，现金紧缩是对

借贷机构的一个提醒，它们需要调整它们的“资产生意”。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则引述央行 6 月 19 日的

一个会议上的说法，央行对六月份头十天新增史无前例的 1 万亿元贷款感到担忧。上述汇总还不包括

投资银行的表态，但综合起来看，大部分观点都是对货币政策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担忧。 

【金融板块：截至 6 月中旬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发放贷款 3309 亿元】 

7 月 4 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中旬，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发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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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3309 亿元，其中出口信贷 1034 亿元、进口信贷 800 亿元、贸易融资 813 亿元。共支持 1342 亿美

元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对外承包工程、境外投资项目及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

同比增长 130%。 

【钢铁板块：截至 7 月 3 日中国螺纹钢均价上涨超 10 元/吨】 

7 月 3 日，西本新干线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3 年 7 月 3 日，中国螺纹钢 HRB400φ12mm
均价为 3662 元/吨，上涨 10 元/吨；HRB400φ25mm 为 3514 元/吨，上涨 11 元/吨；高线 HPB300φ6.5mm
为 3552 元/吨，上涨 5 元/吨。从年初至今，螺纹钢的社会库存下降超过 30%，部分地区市场出现规格

短缺的迹象。6 月以来，原材料价格也出现拉涨，唐山普碳钢坯从 2890 元/吨上涨到 3040 元/吨，铁

矿石普氏指数从 110 美元/吨涨到 120 美元/吨。分析认为，2013 年的钢材需求处在平稳状态，6 月部

分地区出现的高温梅雨天气也未能使钢材需求明显回落。由于前期订单情况不佳，钢厂亏损严重，部

分钢厂主动减产，使钢材在市场上的投放量出现下滑。在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钢材需求增

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库存的减少难以支撑钢价持续上涨。去库存是一个长期过程，由于缺乏强劲复苏

预期，减产后出现的补库只是短暂且幅度有限的行为，下半年钢价难出现大的拐点。 

【农业板块：上周中国橡胶价格环比下降 2%】 

7 月 3 日，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6 月 24 日－6 月 30 日，下同），中国国内橡胶价

格比前一周下降 2%，连续六周回落，比 5 月中旬下降 9.4%。分析认为，橡胶价格回落的主要原因在

于，国际天然橡胶价格下滑，上周，泰国轮胎级标准胶离岸价格 2340－2350 美元/吨，比前一周下降

0.8%，比 5 月下旬下降 13.3%。原料价格下降，上周，中石化华南地区丁二烯出厂价格 1 万元/吨，比

前一周下降 4.8%，比 5 月中旬下降 9.1%。橡胶进口较快增长，2013 年 1－5 月，中国进口天然橡胶

104 万吨，同比增长 25.9%；进口合成橡胶 66 万吨，同比增长 9.1%。目前，东南亚及中国云南天然

橡胶产区正值割胶旺季，市场供应充足，预计后期橡胶价格走势趋弱。 

【农业板块：2013 年中国玉米临时收储价较上年提高 0.06 元/斤】 

7 月 4 日，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经国务院批准，决定 2013 年继续在东北等部分主产区实行玉

米临时收储政策，并适当提高临时收储价格水平。2013 年生产的玉米（国标三等）临时收储价格为：

内蒙古、辽宁 1.13 元/斤，吉林 1.12 元/斤，黑龙江 1.11 元/斤，均比 2012 年提高 0.06 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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