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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品种期、现货市场价格  

单位：元/吨     

国内现货 价格 涨跌 国内期货 收盘价 涨跌 外盘期货 结算价 涨跌 

湖南长沙早籼稻收购价 

湖南长沙早籼米出厂价 

2720 

3680 

持平 

持平 
RI2207 2767 0 

RR2203 

(CBOT) 

1477 

美分/英担 

+11.5 

美分/英担 

江西九江晚籼稻出库价 

江西九江晚籼米出厂价 

2520 

3820 

持平 

持平 
LR2201 0 0 

黑龙江佳木斯粳稻出库价 

黑龙江佳木斯粳米出厂价 

2640 

3650 

持平 

持平 
JR2201 0 0 

中等普通小麦郑州进厂价 

郑麦 366 郑州进厂价 

郑州特一粉出厂价 

2880 

3000 

3240 

持平 

持平 

持平 

PM2201 

WH2205 

0 

2949 

0 

0 

W2203 

(CBOT) 

790.25 

美分/蒲式

耳 

-6.25 

美分/蒲式

耳 

湛江四级菜籽油出厂价 

南通四级菜籽油出厂价 

12780 

12950 

+200 

+200 

OI2205 12270 +224 

RS2203 

(ICE) 

1022 

加元/吨 

+21.3 

加元/吨 

荆州普通油菜籽入厂价 6400 持平 RS2207 0 0 

福建菜籽粕日均价 

湛江普通菜籽粕出厂价 

2980 

3070 

+70 

+70 

RM2205 2959 +60 

山东东部油用花生米入厂价 7500 持平 PK2204 8014 +4 N/A N/A N/A 

山东栖霞 80#纸袋红富士苹果

最高价 
6400 持平 AP2205 8849 +233 N/A N/A N/A 

南宁白糖站台价 

广西白糖现货成交指数 

5750 

5698 

+30 

+23 
SR2205 5868 +40 

SB2203 

(ICE) 

18.93 

美分/磅 

-0.14 

美分/磅 

CC index 3128B 

CN cotton B 

22628 

22081 

+50 

+53 
CF2205 21785 +25 

CT2203 

(ICE) 

122.87 

美分/磅 

-1.08 

美分/磅 

CY C32 

CY JC40 

28500 

31900 

持平 

持平 
CY2205 29060 -70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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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现货 价格 涨跌 国内期货 收盘价 涨跌 外盘期货 结算价 涨跌 

CCF 内盘 PTA 日均价 

CCF 涤纶 POY 150D 

5300 

7775 

-25 

+140 
TA2205 5372 -22 

CL2202 

(CME) 

86.90 

美元/桶 

-0.06 

美元/桶 

CCF 1.56dtex×38mm 直纺

短纤出厂价 
7465 持平 PF2205 7516 -32 N/A N/A N/A 

山东尿素报价区间 2560-2610 N/A UR2205 2589 +12 N/A N/A N/A 

华东甲醇报价区间 2785-2860 N/A MA2205 2798 -13 N/A N/A N/A 

河北湖北主流市场低端报价 1940 持平 FG2205 2126 -5 N/A N/A N/A 

华中地区重碱市场价 2475 +25 SA2205 2574 -22 N/A N/A N/A 

中国煤炭市场网秦皇岛港

5500 千卡/千克动力煤平仓价 
935 0 ZC2205 774.8 0 

MTF2201 

(CME) 

160 

美元/吨 

-1.75 

美元/吨 

河北市场硅铁 72 合格块报价 

江苏市场锰硅 FeMn65Si17

报价 

9000 

8200 

持平 

持平 

SF2205 

SM2205 

9186 

8288 

+104 

-4 

N/A 

N/A 

N/A 

N/A 

N/A 

N/A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3 

 

稻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月以来稻米价格总体持稳为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IGC：2021/22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预计为 5.114 亿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1 月 20 日 CBOT 糙米日评：糙米上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小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1 月 20 日国内小麦价格走势企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1 月 20 日 CBOT 小麦日评：多头平仓，麦价下跌 0.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菜籽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1 月 20 日我国国产加籽粕市场价格调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1 月 20 日我国菜油市场跟盘上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苹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1 月 20 日山东苹果价格行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白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1 月 20 日下午主产区现货报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StoneX：全球糖市供应短缺料上升，因中国产量减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棉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1 月 20 日棉价延续上涨 纺企接受度有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美国至 1 月 15 日当周失业人数为去年 10 月来新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1 月 20 日 ICE 棉花期货价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棉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1 月 20 日中国纱线指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1 月 20 日中国坯布指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PT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1 月 20 日 PTA 现货市场小幅下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1 月 20 日聚酯切片市场多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1 月 20 日江浙涤纶长丝市场部分上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短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1 月 20 日直纺涤短市场高位盘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1 月 20 日短纤价格指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尿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1 月 20 日国内尿素市场小幅调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1 月 20 日国内主要尿素市场现货价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4 

 

甲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本周国内甲醇市场表现偏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本周甲醇下游运行动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1 月 13 日亚洲甲醇收盘动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1 月 13 日欧美甲醇收盘动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玻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厂库削减明显，中下游节前备货积极（20220114-01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河北湖北主流市场报价（1 月 20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纯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厂家出货好转 市场价格稳中上涨（20220114-012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1 月 20 日国内主要市场重质纯碱现货价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动力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春节前后煤市行情走势判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煤市即将进入平淡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铁合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1 月 20 日 Mysteel 铁合金价格指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1 月 20 日锰矿港口现货价格指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1 月 20 日河北市场硅铁价格行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1 月 20 日江苏市场硅铁价格行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1 月 20 日国内市场金属镁价格行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1 月 20 日江苏市场锰硅价格行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1 月 20 日河南市场锰硅价格行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媒体看郑商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郑商所与中粮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郑商所期权市场普及应用率不断提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新疆昭苏首单甜菜“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郑商所 2021 年度高级分析师”系列访谈之十三：专访兴业期货期权高级分析师杨帆 _________ 22 

“郑商所 2021 年度高级分析师”系列访谈之十四：专访五矿期货硅铁、锰硅高级分析师刘德填24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1 

 

稻谷 

1 月以来稻米价格总体持稳为主 

       中华粮网 

1 月份以来，国内稻米价格总体以稳为主，局部波动微小。临近年底，购销市场未见明显

起伏，扫尾供应年底备货。大米副产品价格呈现稳中小幅趋强。东南亚大米出口价格小幅上涨。 

国内稻米价格总体维稳 

截至 1 月 19 日，全国稻米均价为 3825 元/吨，较上周持平，环比下滑 7.02%。年底，

产区米厂生产扫尾供应老客户为主，稻米价格总体稳定。稻谷售粮进度不一，基本平稳。节前，

稻米价格继续看稳。目前普通大米出厂主流价 1.75-1.90 元/斤，优质粳米出厂主流价 1.95-

2.20 元/斤，按品种定价。普通稻谷到厂主流价 1.27-1.33 元/斤，优质稻谷到厂主流价 1.35-

1.40 元/斤，个别品种有高价。临近年底，部分产区售粮积极性有所提升。 

本周越南大米出口价稳中上涨，其中破碎率 5%大米报价为 395-405 美元/吨，一周前为

395-400 美元/吨。越南海关数据显示，2021 年越南大米出口量为 624 万吨，同比减少

0.2%。 

本周泰国大米出口价格上涨，其中泰国破碎率 5%大米报价涨至 404-405 美元/吨，一周

前为 390-402 美元/吨。泰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11 月泰国出口大米 539 万吨，

同比增加 2.6%。 

本周印度大米出口价格上涨。其中印度破碎率 5%蒸谷米报价涨至 367-375 美元/吨，一

周前为 359-363 美元/吨。 

据国家海关数据显示，2021 年 1-11 月我国累计进口大米 434.94 万吨，同比增加

97.79%。 

1 月份以来，大米副产品价格稳中小幅上涨，主要受供应量不多影响。截至 1 月 19 日，

主产区粳油糠出厂主流价 1.17-1.28 元/斤，籼油糠主流出厂价格 1.27-1.40 元/斤。部分抛光

粉出厂价格 1.28-1.34 元/斤。毛碎/混碎米出厂主流价 1.25-1.35 元/斤，抛光碎米出厂主流

价 1.40-1.50 元/斤。部分白米出厂价格 1.25-1.37 元/斤，稻壳出厂主流价格 270-480 元/吨，

个别地区有高价。壳粉出厂主流价 500-630 元/吨。 

后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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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稻米市场继续看稳。节后市场关注稻谷最低收购价及米市需求变化。由于农资等种植

成本上涨，预计稻谷最低收购价存小幅上调可能，利于托底市场、提振信心，缓解春耕前部分

产区集中售粮压力。开春后，米市需求或逐渐稳中小幅提升、余粮充足，由于市场心态总体理

性，预计稻米市场主流稳定仍将维持一段时间，局部波动空间微小。 

IGC：2021/22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预计为 5.114 亿吨 

       汇易网 

据国际谷物理事会的 1 月份供需报告显示，2021/22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预计为 5.114 亿

吨，略低于上月预测的 5.133 亿吨，不过比上年增加 0.7%。全球大米贸易预计为 4850 万吨，

略高于上月预测的 4830 万吨，不过仍低于上年的 4960 万吨。大米期末库存预计为 1.83 亿

吨，低于上月预测的 1.844 亿吨，但高于上年的 1.806 亿吨。 

1 月 20 日 CBOT 糙米日评：糙米上涨 

       汇易网 

周四，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糙米期货市场收盘上涨。 

截至收盘，糙米期货上涨 11 美分到 14 美分不等，其中 3 月期约收高 11.50 美分，报收

14.77 美元/美担；5 月期约收高 11 美分，报收 14.96 美元/美担；7 月期约收高 14 美分，报

收 15.075 美元/美担。 

成交最活跃的 3 月期约交易区间在 14.595 美元到 14.82 美元。 

周五，亚洲地区大米价格稳中有涨，其中印度大米价格创下七个多月来的最高水平，因为

铁路车皮短缺，迫使大部分贸易商暂停签订 2 月份往后的出口合同。 

周四，主力期约的成交量估计为 374 手，周三为 225 手，空盘量为 6833 手，周三为

6825 手。 

小麦 

1 月 20 日国内小麦价格走势企稳 

        汇易网 

今日，我国小麦市场价格走势企稳，局部小幅下跌。主产区面粉企业和粮库收购容重二等

以上达标小麦主流价格 1.4-1.52 元/斤，较前几日回落 0.5-1 分/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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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菏泽小麦价格稳中小涨，小麦当地收购价 1.44 元/斤-1.465 元/斤，较前几日小涨

0.5 分/斤；容重 790g/L 及以上，水分 12%。 

山东德州小麦价格基本稳定，小麦当地收购价 1.422 元/斤-1.445 元/斤，较前几日持平；

容重 780g/L 以上，水分 12%。 

山东济宁小麦价格基本稳定，小麦当地收购价 1.42 元/斤-1.43 元/斤，较前几日持平；

容重 790-800g/L，水分 12%。 

河南濮阳小麦价格基本稳定，小麦当地收购价 1.43 元/斤，较前几日持平；容重 780g/L，

水分 12%。 

安徽宿州萧县小麦价格总体持稳，小麦当地收购价 1.44 元/斤，较前几日持平；容重

780g/L，水分 12%。 

江苏徐州小麦价格小幅走强，小麦当地收购价 1.44 元/斤-1.455 元/斤，较昨日小涨 0.01

元/斤；容重 790g/L，水分 12%。 

1 月 20 日 CBOT 小麦日评：多头平仓，麦价下跌 0.8% 

     汇易网 

周四，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软红冬小麦期货市场收盘下跌，多头获利平仓抛售兴

趣活跃。 

截至收盘，小麦期货下跌 5.50 美分到 6.25 美分不等，其中 3 月期约收低 6.25 美分，报

收 790.25 美分/蒲式耳；5 月期约收低 5.50 美分，报收 793.50 美分/蒲式耳；7 月期约收低

6 美分，报收 781.25 美分/蒲式耳。 

成交最活跃的 3 月期约交易区间在 783.75 美分到 802.75 美分。 

在过去两个交易日里，主力期约上涨了 7.4%，创下 2018 年 3 月份以来的最大连续两日

涨幅。周四，多头获利平仓抛售，迫使麦价回吐了部分涨幅。 

周四，主力期约的成交量估计为 55,848 手，周三为 64,593 手，空盘量为 171,681 手，

周三为 174,163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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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籽类 

1 月 20 日我国国产加籽粕市场价格调高 

汇易网 

江苏南通贸易商国产加籽粕价格价格调高，当地市场主流国产加籽粕报价 3050 元/吨，较

昨日上涨 100 元/吨； 

福建厦门贸易商国产加籽粕价格价格调高，当地市场主流国产加籽粕报价 2950 元/吨，较

昨日上涨 80 元/吨； 

广东东莞贸易商（基差）国产加籽粕价格基差报价为主，广东东莞贸易商（基差）报价

2205+90； 

广西防城港贸易商国产加籽粕价格基差报价为主，广西防城港贸易商报价 2205+30。 

 

1 月 20 日我国菜油市场跟盘上涨 

汇易网 

四川菜油价格走势上扬，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3050 元/吨-13110 元/吨，较上一交易

日上午盘面上涨 190 元/吨。贵州菜油价格跟盘上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3000 元/吨-

1306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90 元/吨。湖北菜油价格跟盘上涨，当地市场主流

菜油报价 13100 元/吨-1316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90 元/吨。安徽菜油价格跟

盘上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2960 元/吨-1302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90

元/吨。江苏张家港菜油价格价格调高，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2820 元/吨-12880 元/吨，较

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90 元/吨；四级菜油预售基差报价集中在 05+550-600 元左右。广西

菜油价格跟盘上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2730 元/吨-1279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

面上涨 190 元/吨；四级菜油预售基差贸易商报价集中在 05+500 元左右。福建菜油价格价格调

高，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2730 元/吨-1279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90 元/吨；

四级菜油现货基差 05+50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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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1 月 20 日山东苹果价格行情 

卓创资讯 

位置 规格 套袋方式 品种 平均价（元/吨） 

山东栖霞 80mm 以上 纸袋 一二级条红 6400 

备注：目前苹果新果入库结束，采纳现货中较为主流，更贴近于期货交割标准的苹果冷库

价进行报价，则针对现阶段苹果的报价公式为：报价=最高价×2000。 

白糖 

1 月 20 日下午主产区现货报价 

MUTIAN 

1 月 20 日下午，主产区现货报价基本持稳，总体成交一般偏好： 

广西： 

南宁中间商站台报价 5750 元/吨；仓库报价 5720-573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南宁集团厂内车板报价 5680-572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不错。 

云南： 

昆明新糖报价 5610-5630 元/吨；大理陈糖报价 5500-5520 元/吨；祥云新糖报价 5590 元

/吨，陈糖报价 5470-5550 元/吨，成交一般。 

集团昆明报价 5620-5630 元/吨；大理、祥云报价 5590-560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

般。 

StoneX：全球糖市供应短缺料上升，因中国产量减少 

MUTIAN 

经纪公司 StoneX 周三表示，从 10 月开始的 2021/22 年度全球糖市供应平衡预计将恶化，

因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之一中国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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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X 称，本年度需求将连续第三年超过产量，预计供应短缺为 190 万吨，高于 11 月

预估的短缺 180 万吨。 

  ”中国糖的主产区一一广西报告出现霜冻，以及农民转向其他更加有利可图的作物，导致

产量前景下调。 “ 

棉花 

1 月 20 日棉价延续上涨 纺企接受度有限 

中国棉花信息网 

1 月 20 日，棉花现货小幅跟涨，棉企销售积极，地产棉资源成交略好，新疆棉价格坚挺

上涨，贸易商略有采购，纺织企业少批量配棉少量采购优质高等级棉，多数对上涨后棉花价格

接受度有限，不少纺织企业已提前进入春节假期状态，整体市场成交情况与昨日相差不大。据

了解，多数棉花企业新疆 3128/29 级皮棉根据指标强弱销售价在 22600-23100 元/吨。 

美国至 1 月 15 日当周失业人数为去年 10 月来新高 

中国棉花信息网 

美国劳工部 1 月 2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至 1 月 15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28.6

万人，为去年 10 月来新高，远超市场预期。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三周意外上升，至去

年 10 月中旬以来最高水平，暗示奥密克戎毒株疫情可能导致公司裁员。 

1 月 20 日 ICE 棉花期货价格 

交割月 开盘价(美分/磅) 最高价(美分/磅) 最低价(美分/磅) 结算价(美分/磅) 涨跌(美分/100 磅) 

2022-03 123.98 124.78 122.11 122.87 -108 

2022-05 120.45 121.17 119.03 119.67 -78 

2022-07 117.66 118.02 116.22 116.87 -44 

2022-10 - - - 104.77 0 

2022-12 99.00 99.40 98.46 99.01 -17 

2023-03 95.38 95.95 95.38 95.89 1 

2023-05 92.71 93.29 92.71 93.29 -19 

2023-07 90.03 90.63 90.00 90.60 -38 

2023-10 - - - 85.0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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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 81.10 81.20 80.41 80.45 -58 

棉纱 

1 月 20 日中国纱线指数 

日期 类型 价格（元/吨） 涨跌（元/吨） 

1 月 20 日 CY OEC10 16530 0 

1 月 20 日 CY C32 28500 0 

1 月 20 日 CY JC40 31900 0 

1 月 20 日 CY T32 12780 0 

1 月 20 日 CY R30 17750 0 

1 月 20 日 CY T/C45 20600 0 

1 月 20 日 CY T/R32 15800 0 

1 月 20 日中国坯布指数 

日期 类型 价格（元/米） 涨跌（元/米） 

1 月 20 日 CG OE10 8.57 0 

1 月 20 日 CG C32 6.29 0 

1 月 20 日 CG JC40 8.8 0 

1 月 20 日 CG R30 4.11 0 

1 月 20 日 CG T/C45 4.82 0 

PTA 

1 月 20 日 PTA 现货市场小幅下跌 

中国化纤信息网 

今日行情 

市场成交动态： 

今日 PTA 期货小幅走跌，现货市场商谈氛围一般，贸易商商谈为主，现货基差偏弱。1

月主港主流货源在 05 贴水 68-70 成交，个别在 05 贴水 75 附近成交，成交价格在 5280-

5340。2 月下少量货源在 50 贴水 50-55 成交。今日主港主流货源基差在 05 贴水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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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盘市场： 

早盘 PTA 期货高位回落，现货市场商谈气氛一般，递盘偏少，现货基差偏弱。1 月主港

货源报盘在 05 贴水 65-70，递盘在 05 贴水 80 附近，商谈价格区间在 5250-5290。2 月中

下报盘在 05 贴水 55，递盘在 05 贴水 65。3 月下报盘在 05 贴水 40 附近。本周仓单报盘在

05 贴水 60。早盘现货在 05 贴水 70 附近有成交。 

午后 PTA 期货窄幅振荡，现货市场商谈清淡，基差暂稳，1 月货源在 05 贴水 70 附近商

谈成交。 

后市行情简析 

短期来看，主流供应商阶段性放货，流通性偏紧格局或略有缓解，1-2 月累库幅度略有缩

减，但近期聚酯工厂买气回落，基差松动，PTA 加工费或适度压缩。后期关注上下游装置变

动情况以及现货流通性情况。 

1 月 20 日聚酯切片市场多稳 

中国化纤信息网 

市场表现 

原油维持强势，日内聚酯原料高位振荡，聚酯切片主流工厂报价稳定，但商谈重心局部有

回落，半光主流报 6800-6900 元/吨现款，个别二线品牌或贸易商略低 6750 元/吨附近；有

光主流报 7050-7150 元/吨现款，局部略高略低，实盘商谈。 

后市行情简析 

受原油大涨，短期聚酯成本端维持强势，目前切片工厂库存低位，但因春节临近，下游进

入集中停车期，加之市场追高补货意愿有限，短期预计聚酯切片价格维持强势振荡，后续关注

原料价格波动、装置动态以及下游年前备货情况。 

1 月 20 日江浙涤纶长丝市场部分上涨 

中国化纤信息网 

昨日市场回顾 

欧股涨美股跌，伦镍白银大涨，原油再创七年多新高；新华时评：金融宏观调控要“稳”

字当头、“进”字发力；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三年来首度转正。 昨日 PTA+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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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112 元，聚合成本在 6330 元，长丝产销高低分化，平均估算在 110%左右，短纤依旧

清淡，平均在 2 成。 

今日总结及后市展望 

  今日，江浙涤丝报价部分涨 50-100，成交优惠缩小，产销整体偏弱。近期终端集中停车

放假，市场追高补货意愿有限，不过目前原油维持强势，成本支撑下，短期预计涤丝报价振荡

偏强为主，但实际成交优惠仍可商谈。后市关注原油价格、聚酯原料走势、聚酯开工负荷、终

端开工负荷以及订单情况。 

短纤 

1 月 20 日直纺涤短市场高位盘整 

中国化纤信息网 

涤短及涤纱市场表现 

直纺涤短： 

早盘因油价继续破新高，现货市场部分报价上调 50，随后期货开盘下跌调整，市场进入

观望。今日基差维持，江阴某大厂货源 05+40~50 元/吨。今日产销继续下滑，平均 11%。

部分地区物流开始停止。 

现货价格方面，江浙半光 1.4D 主流 7500-7650/吨出厂或短送，福建半光 1.4D 主流

7500-7550 元/吨短送，山东、河北主流 7550-7650 元/吨送到。 

宁波卓成直纺涤短停车，负荷下滑至 78.8%。  

涤纱： 

原料盘整，纯涤纱及涤棉纱走稳，销售清淡，负荷继续下降。 

总结及展望：期货市场小幅调整，现货平稳，逐步进入假期节奏。 

1 月 20 日短纤价格指数 

中国化纤信息网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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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今日 昨日 涨跌幅 日期 

1.4D 直纺涤短 7545 7545 0 01/20 

原生低熔点短纤 8220 8200 20 01/20 

棉花 328 级 22810 22810 0 01/20 

涤棉纱 65/35 45S 20600 20600 0 01/20 

缝纫线 40S/2 16400 16400 0 01/20 

32S 纯涤纱 12780 12780 0 01/20 

尿素 

1 月 20 日国内尿素市场小幅调整 

金联创 

今日国内尿素整体主稳运行，局部试探性上涨。目前山东中小颗粒主流成交参考 2560-

2610 元/吨。近期企业装置检修与前期检修装置复产交替，目前国内日产回升至 15 万吨左右。

需求方面企业多以前期待发订单为主，工业复合肥以刚需拿货为主，局部地区下游接货情绪有

所好转。另外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新增一定规模的夏管肥临时储备，将陆续于 2 月

底前增储到位。预计短期市场稳中窄幅上涨。 

1 月 20 日国内主要尿素市场现货价格 

金联创 

区域  报价区间 涨跌 

山东 2560～2610 ↑30.00～↑10.00 

河南 2560～2580 ↑20.00～- 

江苏 2650～2700 - 

河北 2560～2590 ↓20.00～- 

安徽 2640～2660 ↑20.00～↑20.00 

  备注：报价为国内小颗粒尿素市场价格。单位：元/吨。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13&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135&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44&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194&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195&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71&type=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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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 

本周国内甲醇市场表现偏强 

金联创 

本周国内甲醇市场表现偏强，内地、港口交投重心均上移。虽周内西南部分气头装置逐步

重启，市场甲醇供应增多，但上游库存无压、下游节前备货，加之外围及期货等表现较好，周

内业者整体心态较好，内地甲醇成交重心呈现走高，幅度 120-145 元/吨附近，且上游整体排

库较顺利，部分企业限量装车等，另局部疫情继续影响出货。港口市场期现联动走高，周内受

原油走高、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等影响下，甲醇期货大幅走高 100 多个点，港口现货随之上扬；

周内内地与港口整体套利开启尚可；本周到港有限，加之下游备货下整体发货量尚可，周内港

口库存继续下滑。 

本周甲醇下游运行动态 

金联创 

本周甲醇传统下游开工表现不一，其中醋酸、BDO 有增，甲醛、二甲醚及 DMF 下滑，

MTBE 趋稳。具体来看，本周甲醛周均开工在 15.85%，周降 1.11%，随春节逐步临近，目前

河北、临沂部分甲醛、板厂整体进一步降负中，部分陆续步入停工放假状态；南方部分甲醛项

目运行偏弱。二甲醚开工微降至 25.66%，周内鹤壁宝马故障短停数日，河南心连心略降负。

醋酸开工 97.37%，周增 0.29%，扬子乙酰恢复正常；然索普周中意外停车，预估 2-3 天；上

海华谊因换热器故障，大装置停车，故后半周整体开工略有走低。MTBE 开工稳 49.63%，多

数项目运行维持前期；DMF 开工降 2%至 58.89%，陕西兴化周内降负。BDO 开工 85%，周

增 2%，重庆建峰去年 12 月底检修，1 月 15 日重启；内蒙古东源 1 月 10 日起停车检修，1

月 18 日重启；美克 3 套装置负荷 6-7 成附近。 

本周国内煤制/甲醇制烯烃行业开工维持走高，目前该周均数值 77.78%，周增 2.85%。

从装置运行来看，目前大唐多伦、宁煤等运行平稳，闻周内榆林部分烯烃厂有外卖粗醇；另鲁

西 MTO 已恢复，负荷尚可；联泓、阳煤运行平稳。值得一提的是，随近期烯烃项目集中复工，

叠加甲醇价格上移，需密切关注烯烃利润挤压变化，闻后半周港口部分项目有降负，密切关注

宁波项目启动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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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亚洲甲醇收盘动态 

金联创 

单位：美元/吨 

价格类型 买盘 卖盘 
买涨（+）跌（-

） 

卖涨（+）跌（-

） 

CFR 中国 350 355 +5 +5 

CFR 东南亚  410 415 0 0 

1 月 13 日欧美甲醇收盘动态 

金联创 

价格类型 买盘 卖盘 
买涨（+）跌

（-） 

卖涨（+）跌

（-） 

美国海湾现货价 

美分/加仑 
115 116 +1 +1 

FOB 鹿特丹 

欧元/吨 
385 387 +11 +11 

玻璃 

厂库削减明显，中下游节前备货积极（20220114-0120） 

卓创资讯 

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市场运行良好，中下游春节前囤货积极性较高，主要区域生产企业库存多

有所下降。目前多数下游加工厂停工放假，刚需有限，市场调整动力不足，预计春节前浮法玻璃

价格主流走稳。 

河北湖北主流市场报价（1 月 20 日） 

卓创资讯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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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河北安全 河北长城 武汉长利 湖北亿钧 湖北三峡 湖北市场 山东市场 

5mm 2058  2098  2020  1940  2020  1940  2000  

6mm 2057  2097  2020  1940  2020  1940  2000  

纯碱 

厂家出货好转 市场价格稳中上涨（20220114-0120） 

卓创资讯 

本周国内纯碱市场稳中有涨，厂家出货情况尚可。近期纯碱厂家整体开工变化不大，市场货

源供应充足。下游实际需求变动不大，华东、华南部分轻碱小型下游企业陆续停工放假，重碱下

游需求平稳，下游厂家节前集中备货，纯碱厂家近期接单情况较好，整体库存持续下降，有意挺

价。本周国内轻碱新单价格上涨 50-100 元/吨，重碱新单报价上涨 50-100 元/吨。 

1 月 20 日国内主要市场重质纯碱现货价格 

卓创资讯 

市场 价格 （元/吨） 日涨跌（元/吨） 价格条件 

华北地区 2450-2550 50/0 银行承兑汇票 180 天不贴息支付 

西北地区 2100-235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中地区 2450-2500 5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东地区 2400-250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东北地区 2500-260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南地区 2550-2650 70/5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西南地区 2500-260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备注：除西北地区为出厂价外，其余地区均为送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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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 

春节前后煤市行情走势判断 

  中国煤炭市场网 

  供应端 

  近期产地煤炭供应维持在较高水平。进入 1 月份，前期已完成年度生产任务停产的煤矿

陆续恢复生产，加之印尼煤出口禁令事件持续发酵，下游采购情绪逐步回暖，矿上拉煤车渐增，

受此影响，在产煤矿产量快速提升，根据 CCTD 中国煤炭市场网监测的数据显示，1 月份以来，

鄂尔多斯地区煤炭日均产量达 276 万吨/日，环比 12 月下旬增长 8.8%，其中，单日最高值达

293 万吨；1 月 9 日当周，晋陕蒙 442 家煤矿产量回升至 2855 万吨，环比上周增长 4.6%。 

  春节及冬奥会前后国内煤炭供应总体仍有保障。据市场消息，榆林地区多家煤矿表示预计

腊月十八至腊月二十三陆续停产放假，具体时间待定，加之临近春节及冬奥会，产地煤矿安监

力度将持续加大，煤炭供应或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国家层面保供号召下，国家能源集团等大型

煤企大概率将在春节、冬奥会前后保持稳定生产，国内煤炭供应总体仍有保障。 

  需求端 

  一方面，随着春运开启，下游工厂返乡人员数量将不断增多，加之国内多地新冠疫情形势

严峻，部分工业、服务业等行业企业或将受到阶段性管控，国内用电负荷将随之走弱；另一方

面，回顾刚刚过去的“三九”，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完全没有寒冬的“觉

悟”，1 月 17 日起正式进入“四九”，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仍将以偏高

为主，民用电需求难有明显提振。综上，预计春节前后电力行业用煤需求将走弱。 

后市研判 

近期产地、港口市场走势分化。具体来看，受内陆电厂持续主动补库、化工厂采购积极等

因素影响，产地煤价持续向上攀升；而随着沿海电厂日耗走弱，终端在高库存下采购意愿不强，

市场情绪逐步转弱，部分需求压价询货，成交不多。 

  短期来看，虽然当前产地煤价仍未止涨，贸易商发运倒挂情况日益加剧，港口调入低位导

致港口库存持续去化，现货资源结构性偏紧问题仍存，市场煤价仍有一定支撑，但随着印尼煤

出口禁令事件对市场的影响逐步淡化、终端库存逐步提升至相对高位，煤炭市场将重回供需基

本面主导下的运行模式，考虑到春节前后电力行业用煤需求将走弱，市场煤价或将面临较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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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压力，预计春节前，港口市场煤价将呈现小幅震荡回落态势，春节后降幅有进一步扩大的可

能。 

煤市即将进入平淡期 

鄂尔多斯煤炭网 

上中旬，产地煤价出现止跌反弹，一是受印尼煤炭出口禁令影响，引发市场对后期可供资

源量下降的担忧，刺激下游需求提前释放，煤价止跌反弹。二是前期煤价持续下跌，终端小电

厂及化工厂一直在观望，不着急拉运，人为抑制了采购需求；看到煤价止跌反弹后，开始来抢

煤。三是前期部分低卡煤跌幅过大，市场情绪转变后，4500 大卡煤率先反弹补涨，带动整体

煤价上涨。四是山西等主要产区省份迎来新一轮煤矿安监检查，产地供应趋紧预期加强，大秦

线调入量减少，对煤价有推动作用。 

本月，港口市场向好发展，主要原因，一是受印尼煤炭出口禁令影响，市场看涨情绪又起，

下游采购需求得到释放，询价客户增多。二是坑口价格不断上涨，对港口煤价有推动作用。三

是现货资源偏紧，贸易商发运成本严重倒挂，港口新增资源不多，发煤企业不断上调报价。四

是四季度保供政策逐渐撤出，部分电厂开始陆续采购低价市场煤，推动市场煤采购热度提升。 

虽然印尼煤炭在我国进口煤中占比较高，但限制时间正赶上春节平淡期；叠加当前国内主

力煤企仍处于保供阶段，国内煤炭产量继续保持高位，前期积累社会各环节煤炭库存较高。上

级主管部门要求提升电厂存煤水平，叠加新年度非电终端开工转好的情况下，拉运采购需求比

较强劲。不过 1 月份已过半，即将进入下旬，电厂日耗拐点将至，高需求日子只剩下一周。

港口市场整体以僵持为主，但有现货资源的贸易商挺价意愿强烈。经过近期补库后，后期拉运

采购持续性动力不足。临近春节，工业用电需求将逐步降低，煤炭日耗有望进一步下降，电厂

本身库存不低，当前阶段并不急于采购；而非电企业停产放假，需求也在下降，预计后期涨价

乏力，下周有望走稳。此外，随着产地煤价持续上涨，下游接受度也在逐步降低；因此，涨价

幅度也将逐步趋缓，煤价将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预计产地煤价小幅上涨后将逐步趋稳。 

据了解，印尼部分矿山将会获准继续出口煤炭。随着靴子的落地，国内市场也将逐步化解印尼

煤炭出口禁令带来的影响。短期来看，港口煤价有望继续受发运成本较高支撑出现上涨；但在

电厂库存高企，下游需求逐步减弱的背景下，上涨空间不会太大，持续时间也不会很长。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16 

 

铁合金 

1 月 20 日 Mysteel 铁合金价格指数 

我的钢铁网 

型号 品种 价格 涨跌 

75A 硅铁 8921.93 +46.62 

75B 硅铁 8387.28 +56.32 

南方 硅锰 8109.06 0 

北方 硅锰 8099.94 -16.14 

全国 硅锰 8103.36 -10.09 

1 月 20 日锰矿港口现货价格指数 

我的钢铁网 

港口 品种 指标 价格 涨跌 

天津港 澳块 Mn45% 45 0 

天津港 南非半碳酸 Mn36% 33.7 0 

天津港 加蓬块 Mn44.5% 40.8 0 

天津港 南非高铁 Mn30Fe22 33.5 0 

钦州港 澳块 Mn45% 45.5 0 

钦州港 南非半碳酸 Mn36% 34.8 0 

钦州港 加蓬块 Mn44.5% 41.2 0 

钦州港 南非高铁 Mn30Fe22 33.3 0 

1 月 20 日河北市场硅铁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价格 涨跌 备注 

普通硅铁 72 合格块 9000 -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99-----030301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99-----030301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63-----03030202-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63-----03030202-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63-----03030202-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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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硅铁 75 合格块 9400 -  

1 月 20 日江苏市场硅铁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价格 涨跌 备注 

普通硅铁 72 合格块 9050 -  

普通硅铁 75 合格块 9400 -  

1 月 20 日国内市场金属镁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产地 价格（元/吨） 中间价（元/吨） 涨跌 备注 

金属镁 99.9% 府谷 45000-45500 45250 - 现金出厂 

金属镁 99.9% 山西闻喜 45100-45600 45350 - 现金出厂 

1 月 20 日江苏市场锰硅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价格 涨跌 备注 

硅锰 FeMn65Si17 8200 - - 

1 月 20 日河南市场锰硅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价格 涨跌 备注 

硅锰 FeMn65Si17 8100 -  

硅锰 FeMn60Si14 7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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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郑商所 

郑商所与中粮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证网  

  1 月 19 日，记者从郑州商品交易所获悉，近日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与中

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充分发挥双方产业、金融

优势，共同推动期现货市场合作对接与创新发展，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能力，以及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影响力、大宗商品国际定价话语权。 

  郑商所是中西部唯一一家期货交易所，成立 31 年来，秉承服务实体经济宗旨，已上市棉

花、白糖等 23 个期货品种和 PTA 等 6 个期权品种，品种体系覆盖农业、能源、化工、建材和

冶金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在促进相关产业稳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中粮集团是立

足国内的国际一流粮食企业，是全球布局、全产业链、拥有最大市场和发展潜力的农业及粮油

食品企业，集贸易、加工、销售、研发于一体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市场化的方式高效保障

国内粮油供应，在助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白糖、棉花、油脂等是双方共同的“关键词”，也是一直以来的重点合作领域。 

  据悉，郑商所棉花、白糖期货在服务棉花目标价格改革、畅通国内白糖贸易流转等方面发

挥着积极作用，国内 80%以上的棉花大中型贸易企业、85%以上的重点制糖集团均利用期货

市场开展风险管理。与此同时，依托菜籽、菜油、菜粕、花生期货和菜粕期权品种，郑商所已

初步形成了期货、期权协同发展的油脂油料板块，满足企业多样化风险管理需求，助力油脂油

料品种替代多元化，服务保障国家油脂油料供给安全。 

  中粮集团下属中粮糖业、中粮油脂、中国纺织等企业，已广泛深入参与郑商所白糖、菜油、

菜粕、花生、棉花等期货品种场内场外交易。中粮糖业积极利用期货市场服务产业链上下游、

通过内外双循环保障国内食糖供给，通过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锁定白糖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敞口，

并帮助农户稳产增收。中粮油脂下属企业在菜油、菜粕和花生期货有多家交割仓库，长期以来

深度参与菜油、菜粕期货，在生产经营中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花生期货上市后，中粮油脂

也是首批注册仓单进行交割的产业企业。中国纺织已连续 3 年获评郑商所棉花“产业基地”，

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基差交易服务，扩大企业经营规模，稳定经营利润，自身也灵活运用

期货期权交易较好地实现了锁定利润、防范价格波动的风险管理目标。依托郑商所场外业务平

台，中粮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中粮祈德丰商贸通过郑商所综合业务平台交易的白糖、棉花业务

规模合计达 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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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合作开展期货市场服务国家政策和产业政策等课题研究，并推动研

究成果转化；推进包括特色农产品在内的新品种研发上市；探索品种国际化潜在路径；在产业

基地、“保险+期货”、基差贸易、场外平台等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创新模式和工具方面加

强对接协作等。（记者 马爽） 

郑商所期权市场普及应用率不断提高 

期货日报 

  2021 年以来，受全球疫情冲击、供需错配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大宗商品期现货价格波

动幅度较大且波动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业企业参与套期保值等操作的难度。期权凭借

非线性收益、灵活多变、占用资金较少等优势，得到了广大产业企业的青睐，郑商所期权市场

普及率和应用率不断提高。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近年来，期权新产品的持续推出、场内场外期权业务平台的相继建

立与完善以及联动性的增强等，极大地丰富了期权市场投资策略与交易体系，产业企业可将期

权嵌入期货投资组合中，实现对期货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的优化升级。通过期权与期货组合进行

套保、含权贸易等，不仅可以实现更全面、更灵活多变的风险管理，还可以提高企业的资金利

用率，也可以为实体企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增厚利润的新模式打下基础。 

  “为什么期权品种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重视呢？”方正中期期货副总经理朱秋滨表示，在当

前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产业企业风险管理需求进一步分化，国内期货、期权市场发展也出现了

新特点。郑商所在全国期货（期权）实盘交易大赛中增设“郑商所期权专项奖”，并支持广大

会员等机构开展大期权知识讲座与市场培育工作，也对期权的普及与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 

  第十五届全国期货（期权）实盘交易大赛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提升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产业

企业等对郑商所期权产品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丰富期权投教形式，有针对性地做好期权市场培

育工作，在郑商所的大力支持下，大赛增设了“郑商所期权专项奖”。从近年来我国期权市场

发展的趋势，尤其是郑商所棉花等期权工具被广泛使用的现状，特别是比赛结果来看，“郑商

所期权专项奖”的设立增加了期货品种的品牌效应，不但成为此次大赛的亮点，而且所增设的

“郑商所期权赛最佳交易商奖”还带动了一大批机构积极参与到期权市场的培育工作中来。 

  “据统计，郑商所期权大奖赛报名参赛账户数、参赛总资金规模得到较大突破，交易呈现

出明显的量质齐升态势。 在比赛期间，参与交易的投资者数量、单日成交量与持仓量等多项

指标均稳步增长，较 2020 年有了较大的进步。”第十五届全国期货（期权）实盘交易大赛相

关负责人介绍，比赛期间，共有 7089 个账户参与了“郑商所期权专项奖”活动，其中机构客

户 250 个左右，总账户数量较 2020 年该奖项的 4500 个账户增长 56%。从整个比赛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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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共有 10765 个账户参与了期权交易，其中交易郑商所期权品种的账户有 7089 个，占比高

达 66%。2021 年所有参与郑商所期权品种交易的账户总权益达到了 36.6 亿元，上届比赛时的

总权益是 18 亿元，增幅达 103%。从成交数量来看，比赛期间郑商所期权品种共成交了 500

多万手，占期权总成交数量的 40%，比上届比赛的 190 万手增加了 310 万手，增幅为 163%。

上届比赛中郑商所期权品种日均持仓量为 88301 手，本届比赛日均持仓量为 107999 手，增幅

为 23%。郑商所期权参赛账户中，共有 3317 个账户实现正收益，占比 47%，较整个期权组的

盈利账户占比高了 10 个百分点。前 20 名获奖选手的郑商所期权累计收益达到了 4584 万元，

其中有 17 个账户的收益超过了 100 万元，最高收益达到了 916 万元。从交易商奖项排名看，

华安期货、安粮期货、徽商期货、方正中期期货、东吴期货分别获得第 1—5 名。上述 5 家公

司比赛期间郑商所期权的合计成交量达到了 169 万手，日均持仓量合计为 2.5 万手。比赛期间，

各指定交易商还积极配合郑商所，与期货日报社合作等进行了期权知识讲座、产业企业利用期

权工具案例分享等市场宣传与专业知识普及工作。 

  华安期货营销服务管理总部总经理王亚玲告诉记者，华安期货非常重视期权的投资者教育

工作，结合郑商所期权专项奖比赛、郑商所期权仿真模拟交易大赛和日常投教工作计划，

2021 年该公司共举办期权投教活动 33 场，共计有 700 多名投资者观看学习，收获较多好评。

与此同时，为了积极推动产业客户利用期权进行风险管理，并形成经验总结，2021 年该公司

提供的两篇期权案例入围了郑商所期权优秀案例，并制作了投教手册。 

  “安粮期货通过举办期权主题线上活动等方式，持续开展期权知识宣讲工作，不但发挥了

该公司业务考核办法的指挥棒作用，而且还引导业务人员在加强自身期权专业知识学习提升的

同时，积极开发目标客户群体。”安粮期货经纪业务管理总部负责人柳瑞表示。 

  朱秋滨告诉记者，2021 年公司将商品期权作为业务重点之一，从考核、激励、培训、督

导、支持等各方面做了相应政策倾斜。一是通过期权仿真、提高期权运行质量等专项营销活动

提高分支机构展业积极性，同时总部在专业上给予分支机构大力支持。二是鼓励分支机构广泛

开展期权培训及投教活动，2021 年公司组织期权相关的线上、线下培训及投教活动近百场。 

  徽商期货研究所期权主管李红霞说，在期权市场培育方面，该公司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模

式。一是固定每周二开展线上期权培训活动，邀请行业知名期权讲师和产业链实体企业分析师，

面向公司客户进行培训，同时公司期货研究所将培训材料整理且发布在公司固定的投研平台上，

便于客户学习。另外，为了提升市场关注度，挖掘潜在期权客户，公司还通过官网、微信公众

号开展期权培训宣传活动，还在公司视频号上进行期权答疑活动来解决相关问题。二是连续参

加郑商所期权仿真大赛等活动，以“仿真”促进实盘业务的开展。三是为增加投教的趣味性，

公司采用长图、漫画、动画、小视频等形式进行系列宣传，帮助投资者更清晰、便捷地增进对

期权的理解。其中，制作期权动画小视频期权基础系列篇、期权动画希腊字母系列篇等，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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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同花顺等平台。制作长图《期权的优越性，你体会到了吗》、漫画

《期权打板了，你 get 了吗》、长图《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如何锁住买入看涨期权的

盈利》等投放在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为了做好期权交易关键一步，制作了期权软件

投教产品，如《无限易，让期权交易更简单——无限易期权操作说明》《博易云软件期权操

作部分说明》。公司还制作了期权手册，如棉花和白糖期权手册。四是为针对性地解决比赛过

程中投资者在知识、规则、操作等方面的问题，公司为客户提供期权平台进行交流、为客户交

易答疑，开展交易诊断活动，客户可以直接找到公司期货研究所期权部相关研究员进行期权投

资交易答疑。 

  据记者了解，“郑商所期权专项奖”比赛已经成为广大投资者、产业企业及业外人士了解

郑商所期权品种，进行专业知识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郑商所充分展示创新服务等的重要渠道，

更是大家学习与传播期货、期权知识的一个重要所在。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商所期权专项奖”比赛的参赛账户、交易手数、日持仓量及

最终盈利率等均大幅提升，表明市场对此项活动重视、参与程度在不断增加，符合市场积极学

习期权知识、利用期权工具为产业企业等服务的市场发展趋势，可以有效地满足期权市场快速

发展与功能发挥的需求。此项活动，不但可以增强广大投资者及郑商所会员对期权市场的了解，

便利期权市场助力实体产业发展经验交流，促进各项创新业务推广，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还

可以挖掘产业企业运用场内外期权工具的典型案例，为推广期权市场积累丰富的经验与资源，

有利于市场各方通过这一窗口更加深入地了解期权市场，从而搭建起产业与金融市场对接的桥

梁。未来，郑商所将持续深化与相关单位合作，针对期货分析师、产业企业等开展专项期权知

识培训工作，力争把郑商所期权市场推向更广阔的领域，让产业企业等深入了解这个市场，重

要的是为市场培养出现更多的期权专业人才，帮助产业企业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合理利用期权工

具管理风险。（记者 乔林生） 

新疆昭苏首单甜菜“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中国县域经济报 

  2021 年，在郑州商品交易所精心组织和大力支持下，由中粮期货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

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银河期货有限公司及浙商期货有限公司，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首次开展了甜菜“保险+期货”项目。目前，项目完成到

期赔付逾 517 万元，单亩赔付约 103 元，促进了昭苏县甜菜糖产业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助力。 

  昭苏县是五类艰苦地区县，全县种植面积约 130 万亩，其中甜菜种植面积在 6 万亩以上，

种植甜菜是当地农户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作为白糖的重要生产原料，甜菜收购价与白糖价格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22 

 

紧密相关。近几年，受国际糖价走势影响，甜菜收购价波动剧烈。面对价格风险，昭苏县主要

通过制糖企业进行保底收购保障收益。由于订单价格为固定价格，农户无法享受糖价上涨带来

的种植收益，导致农户甜菜种植收入整体偏低，种植积极性有所下降。加之其他不利因素，甜

菜种植面积不断萎缩，影响了当地制糖产业的发展。 

  在郑商所的全力支持和指导下，项目团队对昭苏甜菜产业现状做了认真调研，在“保险+

期货”项目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探索。为解决农户种植积极性不高及收入偏低的问题，项目联合

中粮糖业，创新引入“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模式，将价格风险管理进行产业链延伸，为农

户提供“保底订单+价格上涨保护”的模式。其中，保底订单保障农户价格下跌的风险，价格

保险为农户提供价格上涨的保护，双重保障切实解决昭苏甜菜种植业发展困境。 

  项目共承保现货约 3.6 万吨，覆盖面积 5 万多亩，约占昭苏县甜菜种植面积的 83%。

2021 年 9 月底，项目入场实施，保险期限 3 个月，恰好覆盖了甜菜的收获期。10 月之后，新

疆北部地区甜菜采收期间雨雪天气频发，尤其是 11 月 4 至 5 日遭遇了近 45 年来最强寒潮天

气过程，其中昭苏地区甜菜地块实测温度-27℃，农户连夜抢收甜菜，但仍有部分地块抢收不

及时，导致甜菜被冻坏。受此轮寒潮天气影响，白糖期货价格不断震荡上行，而项目采用的正

是看涨期权产品，项目到期结算总赔付金额逾 517 万元，305 户参保农户获得收入保障。 

  在连续多年的“保险+期货”试点建设经验基础上，郑商所 2021 年把“保险+期货”试

点建设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持续提升项目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精细

化程度，确保试点项目合规有序实施，增强参保农户的参与感、获得感，提高参保农户满意度，

让“保险+期货”服务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落在实处，在相关地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

更多期货力量。此次昭苏甜菜“保险+期货”项目在郑商所“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指导精神下

开展，切实提升了参保农户的获得感。 

  2021 年，种植户刘运来种了 300 亩甜菜，他将其中的 100 亩投保了此次“保险+期货”

价格险。种了 11 年多的甜菜，他第一次尝试给甜菜上了新型价格险。获悉赔付消息后，刘运

来表示来年将扩大种植规模，并将投保更多地块，让幸福生活更甜更旺。新疆的甜菜糖业属于

国家重点扶持行业，项目以保障农户种植收入、促进昭苏甜菜糖产业健康发展为首要目的，并

在此基础上拓展延伸甜菜糖产业链，扎实做好金融服务“三农”工作，为昭苏县乡村振兴提供

了支持，有效带动新疆甜菜糖产业升级，助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生活富裕。（记者 查燕荣） 

 “郑商所 2021 年度高级分析师”系列访谈之十三：专访兴业期货期权高级分析师杨

帆 

期货日报 

让研究落地实现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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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期货期权分析师杨帆毕业于金融工程专业，通过课堂上理论知识的耳濡目染与课外交

易实践的身体力行，他对期货和期权等衍生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就选择了期货研究工

作，负责的品种由农产品转到了化工品，由单一的期货转到了期货和期权，工作内容也由简单

的报告编写和策略推荐，升级到方案定制和投教推广。在这几年里，他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提升，

并于 2021 年荣获“郑商所期权高级分析师”的称号。他对自己工作经历的感悟有两点：其一

是保持端正的心态，其二是坚持不懈。 

  “公司有着完整且科学的分析师培养路径。”据杨帆介绍，新员工在入职时，公司会根据

个人兴趣和公司需求分配研究品种，第一年主要进行基本功的磨砺，包括日常报告的编写、商

品框架的搭建和逻辑的完善等基础工作。第二年开始拜访企业和参与调研，将现货与期货进行

结合。公司对投研工作的支持力度很大，除了积极安排分析师参与外部培训外，每周还会组织

内部学习会议，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每年还会承接交易所或中期协的课题以锻炼团队的协作

能力。“公司对分析师的培养机制为我的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对投研工作的大力支持又加

速提升了我的能力。”他如是说。 

  产研、投研相结合实际上是研究落地，是实现价值的一种体现。杨帆认为，期权的研究一

般包括理论知识和交易策略两个部分，虽然二者是递进关系，但差异巨大。他坦言，最初与企

业接触时直接生搬硬套期权的书本知识，曾多次出现过给企业讲了几个小时的期权基础知识，

对方仍然不知道怎么交易的情况，效果不尽如人意。后来经过多次改进，他发现了一种更为有

效的期权推广模式——淡化理论，重视实践，即使客户对期权知之甚少，通过讲解实际的案

例也能够把复杂的期权简单化。“为此我还收集了一套完整的期权案例库，每个案例都突出了

期权的某一个特点，或者展示了某一种交易策略，这个案例库在每个季度都会更新，素材有的

是来自亲身经历，有的是来自交易所公布的优秀案例。”他告诉期货日报记者，除了以上将理

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方法外，他平常还会根据自己的研究框架，每日收盘后对主要期权品种进

行梳理，及时将异动和看法传递给客户。 

  知识能应用于实践，是对期货分析师最大的认可。2021 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产业

链上游企业面临去库存的难题，而下游企业主要面临加工利润萎缩的问题。杨帆表示，在面对

这种复杂环境时，要先根据企业的风险偏好选择合适的套期保值策略，并且期货和期权结合使

用，在满足避险需求的前提下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他举例说，西北某大型甲醇生产企业，由于 2021 年第二季度甲醇需求不佳，企业出货困

难，尤其是在成本驱动下，每一轮甲醇价格上涨后，库存都会持续累积。因担心库存贬值，企

业建立期货空单进行保护。“与此同时，为降低资金占用、提升保值效果，我建议企业卖出看

跌期权形成备兑组合，如果甲醇价格振荡，则稳定收取权利金，增加收益；如果甲醇价格大幅

下跌，可以等待到期行权，将手中的期货空单交出去，这样整个组合几乎没有风险。”据他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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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由于 2021 年前三季度甲醇价格一直振荡偏强，企业通过卖出看跌期权赚取了不少权利金，

有效缓解了库存压力。 

  在他看来，研究服务的价值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方面是形成独有策略并有效传达

出来。独有策略要求不人云亦云，拥有独到的见解，而有效传达是指观点清晰、语言简洁，避

免模棱两可的说辞，这样客户才能够理解研究成果并从中提炼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是开展投

教推广工作。目前，国内期权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分析师利用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去推广期权，

不仅能够提升研究能力，而且能够开拓市场，提高期权的市场参与度。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仍然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框架，有效地将期货与期权相结合，

为企业提供全面而精准的避险策略。同时也不能放下期权投教工作，可以通过文字、漫画和视

频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投资者了解期权。”杨帆说。（记者 王宁） 

 “郑商所 2021 年度高级分析师”系列访谈之十四：专访五矿期货硅铁、锰硅高级分

析师刘德填 

期货日报 

投研应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 

  “当下期货行业发展不断提速，对期货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进一步深耕产业

链，提升上下串联、综合分析、不断创新的能力，才能以更高的视野、更全面的维度，更好地

展现投研工作的价值。”作为“郑商所 2021 年度硅铁、锰硅高级分析师”评选的获得者，五

矿期货硅铁、锰硅期货分析师刘德填认为，期货研究不仅是一项分析、归纳、输出的工作，更

是一项立足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分析方法讲究去繁化简，抓住核心矛盾。无论是产融

结合还是投研结合，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实际需求，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真正发挥出

研究价值。 

  刘德填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在进入五矿期货研究所后，每一位分析师都经历了从宏观、行

业、品种到投资交易、风险管理等研究架构的系统培训和学习。公司对研究工作有清晰的定位，

研究所主要以套保套利、投资管理及风险管理为核心竞争力，同时对分析师的培养进行了系统

架构和路径规划，分析师的培养路径从品种分析师到产业分析师，分析师的成长路径则分为产

业经理、交易经理和基金经理。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期货市场作为联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关键节点，是实现价值

发现的高级阶段和实现资源优化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分析师的研究体系也需要不断迭代升级，

以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在刘德填看来，分析师在大宗商品研究过程中有几个进阶的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对市场的认知是有差异和层次的。先是作为品种分析师，主要是立足品种供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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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就生产量、消费量、进出口量、库存量等因素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进行分析，这是比较初阶

的阶段。再是作为产业分析师，除了分析品种本身的供求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产业链上下

游的基本面，进一步分析宏观政治、经济、金融政策、法律、法规的实施对商品价格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程度。他表示，从品种分析框架到产业研究框架进阶，并在投资体系中进行变现，这

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 

  提升研究价值，服务客户实际需要，离不开对产业链的深入挖掘。刘德填告诉记者：“在

接触铁合金品种研究工作后，我前后多次前往宁夏、内蒙古等铁合金主产区，进入龙头铁合金

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了周度、月度的分析交流会以及不定期的一

线调研机制，与中国矿产、五矿产融风险管理子公司等各团队形成了紧密的业务协同，一方面

能更好地对外服务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投研工作能更加贴近产业实际，增强

研究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除此之外，对期货分析师来说，要有较强的收集、分析、归纳、输出的能力，更核心的是

要有不断纠偏和提炼的能力，要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挖掘机会从而实现

价值。“例如，在 2020 年下半年，作为锰硅生产原料的焦炭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

4.3m 焦化炉导致供应减少，焦炭阶段供应紧张导致价格上涨。而作为成品的锰硅此时价格仍

在振荡走低过程中，锰硅生产企业步入生产微利甚至亏损的地步，基本面呈现出‘焦炭强、锰

硅弱’的结构。”刘德填举例说，针对这种情况，他们为相关锰硅生产企业制定了跨品种套保

方案，在期货盘面进行买入焦炭期货、卖出锰硅期货的跨品种套利操作，既对冲掉了原材料上

涨的风险，又对冲掉了成品下跌的风险。总体而言，锰硅生产企业通过合理运用期货工具，保

障了企业的生产利润，助力企业实现稳健发展。 

  他认为，实体产业是投研的基础与本源，是研究体系和分析框架再提升和再延伸的起点。

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产业链上下游客户成长，是行业分析师的一种使命，同时做好风险教育又

是作为分析师应当具备的从业自觉。因此，投研工作要根植于产业链，做好风险教育，和市场

一起成长，和客户一起进步，才能获得市场的肯定。“对于铁合金行业而言，历经过产能粗放

增长的低利润阶段，也享受过供给侧收缩带来的高利润阶段，但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

些问题和各种痛点（如行业定价权偏弱问题），所以对于如何更好地运用期货工具服务实体企

业还有更多的提升空间。”刘德填说。（记者  董依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