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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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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RR2205 

(CBOT) 

1618.5 

美分/英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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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R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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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持平 

持平 
JR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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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 

3220 

3280 

+30 

+120 

持平 

PM2203 

WH2205 

0 

3170 

0 

-19 

W2205 

(CBOT) 

984 

美分/蒲式

耳 

+50 

美分/蒲式

耳 

湛江三级菜籽油出厂价 

南通三级菜籽油出厂价 

13550 

13650 

+300 

+300 

OI2205 13091 +331 

RS2205 

(ICE) 

1079.9 

加元/吨 

+47.2 

加元/吨 

荆州普通油菜籽入厂价 6400 持平 RS2208 0 0 

福建菜籽粕日均价 

湛江普通菜籽粕出厂价 

3720 

3880 

+100 

+180 

RM2205 3655 +68 

山东东部油用花生米入厂价 7400 +100 PK2204 8358 -4 N/A N/A N/A 

山东栖霞 80#纸袋红富士苹果

最高价 
6800 +400 AP2205 9699 +196 N/A N/A N/A 

南宁白糖站台价 

广西白糖现货成交指数 

5680 

5614 

-10 

-1 
SR2205 5696 -58 

SB2205 

(ICE) 

18.34 

美分/磅 

+0.64 

美分/磅 

CC index 3128B 

CN cotton B 

22656 

22160 

-115 

-4 
CF2205 20720 -170 

CT2205 

(ICE) 

122.75 

美分/磅 

+3.63 

美分/磅 

CY C32 

CY JC40 

29050 

32500 

持平 

持平 
CY2205 27755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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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0 

7850 

+35 

+80 
TA2205 5714 +82 

CL2204 

(CME) 

103.41 

美元/桶 

+7.69 

美元/桶 

CCF 1.56dtex×38mm 直纺

短纤出厂价 
7550 -15 PF2205 7590 +114 N/A N/A N/A 

山东尿素报价区间 2600-2640 N/A UR2205 2467 +3 N/A N/A N/A 

华东甲醇报价区间 2900-3000 N/A MA2205 2945 +50 N/A N/A N/A 

河北湖北主流市场低端报价 2080 +20 FG2205 1933 +36 N/A N/A N/A 

华中地区重碱市场价 2840 -10 SA2205 26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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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持平 ZC2205 815.0 +43.6 

MTF2202 

(CME) 

194.5 

美元/吨 

0 

美元/吨 

河北市场硅铁 72 合格块报价 

江苏市场锰硅 FeMn65Si17

报价 

9100 

8350 

+50 

+50 

SF2205 

SM2205 

9318 

8506 

+298 

+110 

N/A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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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 

3 月 1 日我国稻谷价格稳中有涨 

汇易网 

今日我国东北稻区市场小幅抬升，其中：黑龙江糯稻报价 2200 元/吨-2300 元/吨，较前

期小涨 00 元/吨-60 元/吨。 

今日我国南方稻区市场相对平稳，其中：江西米糠报价 2940 元/吨，较前几日小涨 40 元

/吨。江苏盐城米糠粕报价 2940 元/吨，较前几日小涨 40 元/吨。江西南昌米糠粕报价 2940

元/吨，较前几日小涨 40 元/吨。重庆米糠粕报价 2940 元/吨，较前几日小涨 40 元/吨。广东

米糠粕报价 2940 元/吨，较前几日小涨 40 元/吨。 

2022 年 1 月到 2 月越南大米出口同比增加近 40% 

汇易网 

据越南政府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和 2 月越南大米出口量为 90.6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约 38.6%。大米出口产值达到 4.37 亿美元，同比增加 22.3%。2 月份越南大米出口量为 40 万

吨，产值 1.91 亿美元。 

3 月 1 日 CBOT 糙米日评：糙米上涨，主力期货涨幅逾三个百分点 

汇易网 

周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糙米期货市场收盘上涨，继续追随邻池农产品市场的涨

势。 

截至收盘，糙米期货上涨 21 美分到 50 美分不等，其中 5 月期约收高 50 美分，报收

16.185 美元/美担；7 月期约收高 49.50 美分，报收 16.365 美元/美担；9 月期约收高 21 美

分，报收 15.375 美元/美担。 

成交最活跃的 5 月期约交易区间在 15.62 美元到 16.24 美元。 

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继续令人担忧黑海地区谷物出口，推动玉米、小麦和大豆市场飙升，

进而带动糙米市场。 

 周二，主力期约的成交量估计为 1,199 手，周一为 417 手。空盘量为 7,249 手，周一为

7254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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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3 月 1 日国内小麦市场价格普遍上涨 

汇易网 

今日，我国小麦市场价格普遍上涨。主产区制粉企业收购价格区间 1.5-1.6 元/斤，较上周

五上升 2-5 分/斤。 

河北保定小麦价格明显上升，小麦当地收购价 1.5 元/斤-1.535 元/斤，较前几日上涨 0.05

元/斤；容重 785g/L，水分 12%。 

河北邢台小麦价格有所上升，小麦当地收购价 1.51 元/斤-1.55 元/斤，较前几日上涨 0.03

元/斤；容重 790g/L，水分 12%。 

河北石家庄小麦价格继续上升，小麦当地收购价 1.5 元/斤-1.51 元/斤，较前几日上涨

0.05 元/斤元/斤；容重 790g/L 以上，水分 12%。 

河北邯郸小麦价格有所反弹，小麦当地收购价 1.55 元/斤，较昨日上涨 0.03 元/斤；容重

790g/L，水分 12%。 

河北衡水小麦价格有所提升，小麦当地收购价 1.5 元/斤-1.535 元/斤，较前几日上涨 0.02

元/斤-0.05 元/斤；容重 780g/L 及以上，水分 12%。 

山东菏泽小麦价格有所上升，小麦当地收购价 1.555 元/斤-1.56 元/斤，较昨日上涨 0.02

元/斤-0.03 元/斤；容重 790g/L 及以上，水分 12%。 

山东潍坊小麦价格有所上升，小麦当地收购价 1.53 元/斤-1.55 元/斤，较昨日上涨 0.02

元/斤-0.03 元/斤；容重 780g/L，面筋 30，水分 12%。 

山东聊城小麦价格有所上升，小麦当地收购价 1.545 元/斤-1.56 元/斤，较前几日上涨

0.08 元/斤；容重 790g/L 以上，水分 12%。 

山东德州小麦价格继续上涨，小麦当地收购价 1.53 元/斤-1.55 元/斤，较昨日上涨 0.02

元/斤-0.04 元/斤；容重 780g/L 以上，水分 12%。 

山东枣庄小麦价格走势上扬，小麦当地收购价 1.56 元/斤，较昨日上涨 0.04 元/斤；容重

790g/L，水分 12%。 

河南新乡小麦价格稳中小涨，小麦当地收购价 1.525 元/斤-1.545 元/斤，较昨日小涨0.02

元/斤；容重 790g/L，水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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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小麦价格有所上升，小麦当地收购价 1.5 元/斤-1.52 元/斤，较前几日上涨 0.04

元/斤-0.05 元/斤；容重 780g/L，水分 12%。 

河南驻马店小麦价格有所提升，小麦当地收购价 1.515 元/斤，较昨日上涨 0.02 元/斤；

容重 770g/L 以上，水分 12%以内。 

安徽亳州小麦价格走势上扬，小麦当地收购价 1.54 元/斤，较昨日上涨 0.03 元/斤；容重

780g/L 以上，水分 12%。 

江苏徐州小麦价格走势上扬，小麦当地收购价 1.53 元/斤-1.56 元/斤，较昨日上涨 0.01

元/斤-0.03 元/斤；容重 790g/L，水分 12%。 

俄罗斯农业部将小麦关税进一步调低到 88.2 美元/吨 

汇易网 

俄罗斯农业部发布的最新谷物出口关税显示，小麦出口关税较一周前进一步下调，这也是

自从去年实施公式浮动计税以来连续第七周下调关税，调低后的关税低于 2021 年最后一个完

整周的关税 94 美元/吨。 

2022 年 3 月 2 日到 8 日，俄罗斯小麦和混合麦的基准价格为每吨 326.1 美元，出口关税

为每吨 88.2 美元。相比之下，2 月 23 日到 3 月 1 日期间基准价格为 330.1 美元，出口关税为

每吨 91 美元。 

2022 年 3 月 2 日到 8 日，大麦基准价格定在每吨 288.4 美元，出口关税为 72.3 美元/吨；

2 月 23 日到 3 月 1 日期间的基准价格为 289.8 美元，出口关税 73.3 美元/吨。 

2022 年 3 月 2 日到 8 日,玉米基准价格为每吨 260.3 美元，出口关税为每吨 52.7 美元，

2 月 23 日到 3 月 1 日期间的基准价格为 259.6 和 52.2 美元。 

俄罗斯农业部从 2021 年 6 月 2 日起实施公式计税，用小麦基准价格减去 200 美元，然后

乘以 70%。公式里的小麦基准价格不是出口合同价格，而是莫斯科交易所计算的基准价格。

大麦和玉米出口计税公式是用基准价格减去 185 美元，然后乘以 70%。 

3 月 1 日 CBOT 小麦日评：俄乌冲突担忧，麦价逼近十四年最高 

汇易网 

周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软红冬小麦期货市场上涨，其中多个期约涨停，接近十

四年来的最高水平，俄乌局势继续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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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收盘，小麦期货上涨 2.75 美分到 73.75 美分不等，其中 5 月期约收高 50 美分，报

收 984 美分/蒲式耳；7 月期约收高 50 美分，报收 967 美分/蒲式耳；9 月期约收高 44 美分，

报收 948.75 美分/蒲式耳。 

  成交最活跃的 5 月期约交易区间在 932.25 美分到 984 美分。 

  分析师称，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后，已经导致许多港口关闭，谷物出口运输令

人担忧。 

  由于招标会上报盘数量过少以及价格过高，埃及已经取消了两次小麦进口招标。 

  美国农业部称，堪萨斯州冬小麦优良率下滑 1%，为 25%。俄克拉荷马州冬小麦优良率

增加 2%，为 11%。 

  周二，主力期约的成交量估计为 49,838 手，周一为 103,275 手。空盘量为 165,555 手，

周一为 164,696 手。 

菜籽类 

战略谷物公司预计乌克兰油菜籽供应将至少中断一个月 

中华粮网 

咨询机构战略谷物公司周一表示，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后，乌克兰油菜籽的加工和出口至

少将中断一个月，影响到对欧盟的出口。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谷物和油籽的主要出口国。黑海危机促使进口商寻找替代来源。 

战略谷物公司在欧洲油籽月度报告中说，乌克兰的压榨和出口将中断至少一个月，不管是

油籽、油还是粕。 

该公司削减了 2021/22 年度欧盟葵花籽进口预期，部分原因在于考虑到乌克兰供应中断。

乌克兰是欧盟油籽产品的主要供应国，特别是油菜籽和葵花油。 

战略谷物公司表示，目前还没有假设西方会对俄罗斯油菜籽出口进行任何限制。 

报告称，如果俄乌冲突长期持续，可能对油菜籽市场产生更严重的影响，并阻碍世界供需

实现再平衡。过去一年来，全球油菜籽供应十分紧张。 

该咨询公司维持 2022 年欧盟油菜籽产量预期不变，为 1820 万吨，同比增长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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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我国国产加籽粕市场走势上扬 

汇易网 

江苏南通贸易商国产加籽粕价格走势上扬，当地市场主流国产加籽粕报价 3730 元/吨，较

昨日上涨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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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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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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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0 元/吨-1393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

午盘面上涨 160 元/吨。贵州菜油价格跟盘上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3820 元/吨-1388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60 元/吨。湖北菜油价格跟盘上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

价 13920 元/吨-1398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60 元/吨。安徽菜油价格跟盘上

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3780 元/吨-1384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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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0 元/吨-13750 元/吨，较上

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60 元/吨；四级菜油预售基差报价集中在 05+650-700 元左右。广西菜

油价格跟盘上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3550 元/吨-1361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

上涨 160 元/吨；四级菜油预售基差贸易商报价集中在 05+600 元左右。福建菜油价格价格调

高，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3550 元/吨-1361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上涨 160 元/

吨；四级菜油现货基差 05+600 左右。 

苹果 

3 月 1 日苹果信息 

陕西果业服务中心 

陕西产区方面： 延安产区，本周陕北地区炒货客商增多，多数代办反馈，产地好货难

寻，冷库剩余主要以一般质量货为主，洛川、黄陵、宜川等县库存果农货价格上涨 0.3 元/斤

左右，之前好货主流报价 2.8-3.2 元/斤，现在报价 3.0-3.5 元/斤。客商陆续从甘肃地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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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山东地区，青睐于好货，收购积极性高，导致好货价格出现小幅抬头，一般货价格有所

提振。近期产地客商炒果农好货，一方面认为好货量少，一般货多，两极分化明显，当前果农

好货价格适中，储存好货至 5-9 月份会有机会；另一方面，多数客商手里存货少，进行补

货。 

渭南产区，白水、澄城近期出库速度较快，果农货剩余不多，好货占比少，库存剩余多是

客商货。白水地区陆续有客商从周边延安甘肃地区炒货不断进出库。 

咸阳产区，北五县走货相对偏快，旬邑出库过半，果农好货基本收尾，剩余一般质量货，

价格小幅回落；平原产区三原乾县礼泉价格平稳，客商数量尚可，走货速度一般。 

宝鸡产区，本周收购客商有所增多，相比周边地区，该地区货源适合包装现发市场，出库

速度好转，价格平稳。 

山东产区方面：山东产区月底开始，收购客商数量开始增多，产地开始出现炒货，包装发

往市场相对不多。月底外贸订单下发，外贸加工企业开始积极采购货源，适合出口的外贸小果

近期交易较好。去年山东地区入库 6-7 成，当前库存剩余在 4 成多左右。蓬莱栖霞产区，果

农货 80#一二级 3.0-3.3 元/斤，客商货 80#以上 4.0-4.5 元/斤，客商货有价无市。 

甘肃产区方面：平凉高价区，静宁、秦安、庄浪年后产地果农好货价格均出现小幅上涨，

原本高山纯片红报价 3.5-4.0 元/斤，现价格 4.0-4.5 元/斤，果农货整体剩余量不多，余货主

要为中等一般货，近期陆续出库。客商货价格偏硬，客商好货 5.0-5.5 元/斤，冷库剩余库存 3

成左右。 

花牛苹果年后价格继续上涨，目前圆果客商货报价 4.0-4.5 元/斤，半拉长客商货 5.0-6.0

元/斤，净利润对比去年入库成本，一般货净利润达 2.0 元/斤左右，好货净利润 3.0 元/斤左

右。 

庆阳产区，果农好货价格小幅抬升，当前果农货剩余量少，好货难寻，近期收购客商数量

增多，部分客商对好货看好后市行情，继续寻果农好货入库，庆阳地区库存剩余 2-3 成左

右。 

山西产区方面：运城产区，山西产区年后行情变动不大，客商采购积极性不高，主要以客

商调自存货出库，采购客户主要以商超、电商等有渠道的客户为主，库存剩余 3-4 成左右。 

临汾产区，吉县近期收购客商增多，主要是从陕北地区客商转移过来，寻果农好货，价格

维持稳定，库存剩余 3-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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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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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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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 日下午主产区现货报价 

MUTIAN 

3 月 1 日下午，主产区现货报价基本持稳，总体成交一般： 

广西： 

  南宁中间商站台报价 5680 元/吨，仓库报价 568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南宁集团厂内车板报价 5610-565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云南： 

  昆明中间商报价 5560-5590 元/吨；大理报价 5530-5560 元/吨；祥云报价 5530-5560 元/

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集团昆明报价 5580-5590 元/吨；大理、祥云报价 5550-556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

般。 

广西：2 月份食糖产销预计同比双降 

MUTIAN 

2 月中下旬广西多处降雨导致部分糖厂断槽，影响压榨进度。 

桂北部分地区甘蔗也受到低温天气影响，甘蔗品质受损，影响糖分。 

综合考虑 2 月份广西糖厂压榨进度放缓，预计单月产糖量在 120 万吨左右，大幅低于去

年同期的 143.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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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方面，由于 2 月上半月基本处于春节假期，下半月销量也只是偶有起色，预计 2 月

份广西单月销糖量在 40 万吨左右，低于去年同期的 49.77 万吨。 

以上数据仅为预估，具体以糖协公布为准。 

棉花 

3 月 1 日棉花现货止跌平稳 成交略清淡 

中国棉花信息网 

3 月 1 日，棉花企业积极销售，纺织企业采购积极性略好于前几日，但成交量依旧不高。

当前新疆棉指标较好双 28/29 销售报价多在 22700-23300 元/吨，3-4 级双 28/单 28 成交价格

在 22450-22800 元/吨。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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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 121.62 128.00 121.62 126.35 378 

2022-05 119.00 123.31 118.07 122.75 363 

2022-07 115.82 119.71 114.82 119.22 340 

2022-10 - - - 107.43 302 

2022-12 100.00 103.05 99.50 103.03 267 

2023-03 96.54 99.00 96.25 99.00 191 

2023-05 93.48 95.77 93.40 95.77 160 

2023-07 90.50 92.42 90.50 92.42 135 

2023-10 - - - 86.67 116 

2023-12 80.50 82.00 80.50 81.82 66 

棉纱 

3 月 1 日中国纱线指数 

日期 类型 价格（元/吨） 涨跌（元/吨） 

3 月 1 日 CY OEC10 16665 0 

3 月 1 日 CY C32 290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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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 CY JC40 32500 0 

3 月 1 日 CY T32 13200 0 

3 月 1 日 CY R30 18050 0 

3 月 1 日 CY T/C45 21000 -30 

3 月 1 日 CY T/R32 16100 0 

3 月 1 日中国坯布指数 

日期 类型 价格（元/米） 涨跌（元/米） 

3 月 1 日 CG OE10 9.09 0 

3 月 1 日 CG C32 6.3 -0.03 

3 月 1 日 CG JC40 9 -0.03 

3 月 1 日 CG R30 4.17 0 

3 月 1 日 CG T/C45 4.98 0 

PTA 

3 月 1 日 PTA 现货市场小幅上涨 

中国化纤信息网 

今日行情 

市场成交动态： 

今日 PTA 期货振荡上涨，现货商谈尚可，基差偏强，贸易商之间成交为主，个别聚酯工

厂递盘。3 月上旬在 05 贴水 0~5 有成交，个别在 05 升水 5 成交，个别成交价格在 5670 附

近。3 月中在 05 升水 5 有成交， 3 月下在 05 升水 5~15 有成交。今日主港主流货源基差在

05 平水。 

内盘市场： 

早盘受 PTA 装置重启推迟和成本端上涨提振，PTA 期货快速拉涨，现货市场商谈尚可，

贸易商商谈为主，基差偏强。3 月中报在 05 平水，递盘在 05 贴水 5-10。3 月下报盘在 05+10，

递盘在 05 平水。4 月下报盘在 05+15。本周仓单递盘在 05 平水，递盘在 05 贴水 5 附近。据

悉早盘本周仓单在 05 贴水 0~5 附近成交。 

午后 PTA 期货振荡上涨，现货市场商谈一般，贸易商商谈为主，个别聚酯工厂递盘，3 月

中在 05+5 成交，3 月下在 05+10~15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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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市行情简析 

短期来看，地缘局势影响，原油高位坚挺，成本支撑强劲，且低加工费下 PTA 装置检修

增加，供需改善预期下，PTA 基差表现偏强。近期原油高位波动加剧，PTA 高位振荡为主。

关注 PTA 装置检修情况。 

3 月 1 日聚酯切片市场多稳 

中国化纤信息网 

市场表现 

原油继续高位波动，今日聚酯原料期货低开高走，聚酯切片工厂报价多稳，个别高价有下

调，商谈重心基本维持，市场买气偏弱，半光主流报 6850-7100 元/吨现款，有光主流报

7100-7300 元/吨，局部略高略低，实盘商谈。 

后市行情简析 

原油高位振荡，短期聚酯成本端支撑较强，但波动性同样加剧，目前终端需求疲弱，切片

下游刚需采购为主，市场心态观望，短期预计聚酯切片价格跟随原料波动为主，后续关注原油、

原料价格波动、终端需求恢复情况。 

3 月 1 日江浙涤纶长丝市场多稳 

中国化纤信息网 

昨日市场回顾 

俄乌首轮谈判结束、几天后开始下轮，国际油价延续上行；美国和盟国据悉讨论合计释放

6000 万桶石油储备；消息称伊核协议草案已完成大部分，仍存在一些关键问题。 昨日 PTA-

110 元，MEG-123 元，聚合成本在 6438 元，聚酯产销整体一般，长丝在 6-7 成左右，短纤

在 5 成附近。 

今日总结及后市展望 

今日，江浙涤丝工厂报价多稳，局部优惠缩小和跌价并存。地缘局势影响下，原油高位波

动剧烈，成本端支撑强劲，不过目前终端订单不佳，下游观望消化库存为主，市场交投清淡，

短期预计丝价小幅振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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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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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纤 

3 月 1 日直纺涤短市场横盘整理 

中国化纤信息网 

涤短及涤纱市场表现 

直纺涤短： 

原油走高，聚酯原料及直纺涤短期货低位反弹，短纤现货市场整体盘整，销售一般，平均

产销在 30%附近。期现点价方面，三房巷货基差维持，05 平水~+50 元/吨，华宏货因集中交

付出口订单，导致国内供货偏紧，基差走强，05-50~+50 元/吨。 

现货价格方面，江浙半光 1.4D 主流 750-7700/吨出厂或短送，福建半光 1.4D 主流

7550-7650 元/吨短送，山东、河北主流 7650-7800 元/吨送到。 

装置方面山东诚汇金 5 万吨中空升温，江阴优彩 10 万吨重启。 

涤纱： 

原料振荡，纯涤纱走稳，涤棉纱维持商谈走货，销售不及纯涤纱。 

总结及展望：原料端出现偏强走势，直纺涤短跟随成本逐步反弹，关注成交跟进情况。 

3 月 1 日短纤价格指数 

中国化纤信息网 

产品 今日 昨日 涨跌幅 日期 

1.4D 直纺涤短 7630 7645 -15 03/01 

原生低熔点短纤 8330 8290 40 03/01 

棉花 328 级 22400 22295 105 03/01 

涤棉纱 65/35 45S 21000 21030 -30 03/01 

缝纫线 40S/2 16900 16900 0 03/01 

32S 纯涤纱 13200 13200 0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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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12 

 

备注：1.4D 直纺涤短价格为华东市场送到价，含运费 80 元/吨，主要由主流厂家在江

浙、福建、山东市场走货权重比例计算而得。单位：元/吨。 

尿素 

3 月 1 日国内尿素市场振荡上涨 

金联创 

今日国内尿素市场稳中向上，实际成交表现一般。目前山东小中颗粒主流出厂 2600-

2640 元/吨。受昨日上涨气氛带动，今日部分地区低价资源继续上调 10-20 元，然涨后实际

成交变动不大，观望气氛略有上升。当前工业需求按需采购为主，受气温影响，北方农业需求

释放缓慢，市场采购热情持续不高，虽价格上涨刺激部分贸易补货，但整体增单量有限，亟待

需求快速回暖。据悉，近期部分前期停车企业将陆续开车，而计划停车企业少数。若成交变量

不大，恐后市价格仍有窄幅回落可能，预计短期内或弱势整理。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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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2640 ↑10.00～- 

河南 2620～2640 ↑20.00～↑10.00 

江苏 2670～2690 - 

河北 2640～2640 ↑20.00～↑20.00 

安徽 2640～2650 ↑10.00～- 

备注：报价为国内小颗粒尿素市场价格。单位：元/吨。 

甲醇 

3 月 1 日国内甲醇市场延续偏强行情 

金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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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甲醇市场延续偏强行情，各地区上涨为主。内地方面，上游企业近期出货尚可下库存

偏低，价格持续走坚，日内鲁北下游招标价格较前期上涨，短期内地或维持偏强行情；港口市

场方面，日内随期货延续涨势，黑色偏强下短期或持续支撑港口甲醇走势，需持续关注宏观方

面消息等。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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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380 
+10 +10 

CFR 东南亚  420 425 0 0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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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15 -2 -2 

FOB 鹿特丹 

欧元/吨 
384 386 +13 +13 

 

玻璃 

价格稳中有降，交投仍显一般（20220301） 

卓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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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国内浮法玻璃市场价格偏弱运行，整体出货仍显一般。华北今部分厂价格有所下调，个

别调整幅度较大，沙河市场价格今日基本稳定；华东近期稳中偏弱运行，个别厂成交存灵活政

策，力度 2 元/重量箱左右，外围区域价格松动影响，近日部分厂或有下调计划；华中今日多数厂

家库存可控，稳价操作，下游加工厂采购谨慎，交投维持淡稳；华南广东部分货源成交存小幅商

谈空间，下游按需补货，成交一般；东北个别厂对河北、山东区域价格有所下调，当地价格走

稳；西南价格继续走稳，厂家调整意向暂弱。 

河北湖北主流市场报价（3 月 1 日） 

卓创资讯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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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  2124 2580  2460  2480  2440  2400  

6mm 2150  2079  2580  2460  2480  2440  2400  

纯碱 

价格盘整 交投清淡（20220301） 

卓创资讯 

今日国内纯碱市场高位盘整，市场交投气氛清淡。中盐昆山计划中旬减量检修，本月纯碱厂

家检修计划不多。氨碱厂家 3 月份新单价格进一步上涨，终端用户多按需采购，盘面价格弱势震

荡，期现商出货情况较好，业者观望情绪仍较强。 

华中地区纯碱市场窄幅整理，湖北轻碱主流出厂价格在 2600-2700 元/吨，低端外发，部分

重碱终端价格在 2800-2850 元/吨，低端期货货源，当地部分玻璃厂家执行月底定价。华北地区

纯碱市场高位整理，部分贸易商轻碱货源送到河北终端价格在 2650 元/吨左右，重碱主流送到河

北终端报价在 2750-2950 元/吨，当地玻璃厂家多执行月底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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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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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2950 -50/50 银行承兑汇票 180 天不贴息支付 

西北地区 2500-265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中地区 2780-2900 -2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东地区 2800-290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东北地区 2950-3000 50/5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南地区 2800-300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西南地区 2900-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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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煤 

煤炭市场逐渐宽松 价格理性回归在即 

鄂尔多斯煤炭网 

近期，动力煤调控政策密集出台，相关会议频繁召开，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

善，市场煤价格上涨将得到抑制。经过积极抢运之后，电厂存煤会出现大幅提升；后期随着天

气转暖，民用电负荷回落，环渤海港口库存垒库。预计从三月中旬开始，煤炭市场将逐渐宽

松，煤价理性回归是大概率的事。 

产地方面，终端需求企业维持拉运，叠加贸易商上站拉运需求良好，部分煤矿排队车辆增

多；个别煤矿前期降价过多，煤价小幅上调之后，仍在限价区间内。终端客户观望情绪稍有提

升，刚需采购询货依旧。目前，煤炭市场需求不减，但上级主管部门频繁召开稳价保供会议；

同时，产地能源局对煤价监管力度加大，后期产地煤价在政策调控下将以稳为主。 

数据显示，2 月 24 日，鄂尔多斯市生产煤矿 232 座，全市生产煤炭 282 万吨，销售煤炭

279 万吨。从煤炭生产和销售数量上看，恢复较快，鄂市的煤炭供应已回升至去年 12 月份保

供期间的高位水平，能够满足下游用煤需求。后期随着全国煤炭增产增供工作的稳步推进，煤

炭产量和销量将有明显回升。回顾一月到二月上旬，由于发运倒挂、贸易商休市、部分民营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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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停产放假等因素影响，主产地的煤炭生产和外销数量受到影响，大秦日均运量降至 110 万

吨。元宵节过后，大量民营煤矿复工，主力煤矿开足马力，加快生产，市场供应增加。随着保

供力度的加大，二月中下旬，大秦线运量出现明显提升，日均运量推高至 118 万吨，后期环

渤海港口库存将逐渐增加。 

进入三月份，我国大江南北天气逐渐回暖，冷空气影响减弱，民用电负荷回落，煤炭需求即将

进入传统淡季。尽管目前统调电厂和沿海八省电厂存煤回落，但实际存煤数量仍然高于往年同

期水平，且日耗将缓慢下降。重要会议结束后，产地安全、环保检查逐渐趋向宽松，煤矿产量

释放会进一步加快。一旦进入四月份，水电恢复，叠加部分火电厂展开春季机组检修，日耗将

缓慢回落；在煤炭市场供强需弱的情况下，各环节库存得到垒库，市场恢复平静，港口市场煤

价格面临下跌压力。 

铁合金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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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8.62 0 

75B 硅铁 8641.37 0 

南方 硅锰 8152.58 +43.52 

北方 硅锰 8109.8 +41.9 

全国 硅锰 8125.84 +42.51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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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0.2 

天津港 南非半碳酸 Mn36% 37 +0.2 

天津港 加蓬块 Mn44.5% 49.2 0 

天津港 南非高铁 Mn30Fe22 3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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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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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港 澳块 Mn45% 51.2 +1 

钦州港 南非半碳酸 Mn36% 36.8 +0.3 

钦州港 加蓬块 Mn44.5% 48 +0.8 

钦州港 南非高铁 Mn30Fe22 34.1 +0.1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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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0 +50  

普通硅铁 75 合格块 9300 -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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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0 +50  

普通硅铁 75 合格块 9300 -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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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00-45500 45000 -500 现金出厂 

金属镁 99.9% 山西闻喜 44500-45500 45000 -500 现金出厂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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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0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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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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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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0 +50  

硅锰 FeMn60Si14 7500 -  

媒体看郑商所 

“保险+期货”助丝路农业焕发新生机 

中国县域经济报 

  2021 年 12 月底，新疆麦盖提红枣“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结项。这一项目为当地

4000 余农户的约 5 万亩红枣提供了价格风险保障，项目总保额 3.34 亿元，整体赔付金额

668.3 万元。 

  麦盖提县曾属于深度贫困地区，是中国证监会对口帮扶县。麦盖提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经

济，红枣种植面积超 56 万亩，产量超 25 万吨，年产值 16 亿元，是名副其实的“红枣之

都”。但是由于产业结构、消费环境的变化，红枣价格波动持续加大，对当地民生和经济发展

有很大的影响。如何帮助农户抵御市场风险，是当地红枣产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保险+期货”是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把红枣的价格波动风险转移

到期货市场进行对冲的保险产品。作为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服务“三农”的一项创新举措，

“保险+期货”为新疆红枣产业可持续发展、保障枣农增收提供了新路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助力“三农”发展的背景下，“保险+期货”业务模式更是迅速发展。 

  2020 年，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大力支持下，鲁证期货作为对口支援麦盖提县的期货公司，

参与当地首个红枣“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最终实现有效赔付，切实保障了枣农的种植

收益，受到当地政府及枣农的高度认可。当地农户阿依提拉·阿西木感慨道：“这是我种枣以

来，第一次享受收入保障。现在有了红枣‘保险+期货’，再也不怕价格下跌了，我们对未来

充满信心。”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挥“保险+期货”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郑商

所于 2021 年 6 月发布了《关于开展 2021 年“保险+期货”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继续支

持期货公司在麦盖提县开展红枣“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项目由鲁证期货及其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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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鲁证资本携手中华保险新疆分公司、中信期货、申银万国期货及宏源期货共同推进，得到

了郑商所、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郑商所支持资金 1000 万元、山东

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出资 400 万元、鲁证期货等各参与机构共同筹集资金 450 万元，各方聚力

为麦盖提县农业产业注入金融活水，形成了“借金融之力，促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 

  鲁证期货党委副书记、鲁证资本董事长李学魁说，本次项目通过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将枣

农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至期货市场，化解红枣产品价格下跌风险，不仅能解决枣农的后顾之

忧，为枣农增收保“价”护航，还将有效推动当地红枣产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实现金融助

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党委书记、总指挥张成伟在项目启动仪式上表示，山东省援疆工作

指挥部将坚决扛牢对口支援政治责任，深入总结前期红枣“保险+期货”试点经验，进一步加

大试点项目支持力度，创新完善支持方式，不断提高当地群众抵御风险、稳定增收的能力，努

力推动喀什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疆麦盖提县红枣“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具有较强的可复

制、可推广性，项目既是长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益实践，也是麦盖提县枣农稳收增收的具

体举措。郑商所将持续探索以金融工具服务红枣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并致力于实现红枣“保险

+期货”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郑商所耕耘不缀，积极引导期货公司持续探索实践“保险+期

货”试点模式。2016 年至 2021 年，郑商所累计投入资金近 3.17 亿元，在相关品种主产区支

持 127 个“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开展，为 25 万个农户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近 120 亿元，试点

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示范带动效应日益显现。（记者 查燕荣） 

 “大手拉小手”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期货日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帮助中小企业提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自 2021

年 8 月 23 日起，郑商所与中期协联合主办“稳企安农 护航实体”——保供稳价背景下期货

服务中小企业主题活动。目前该活动已举办了 5 期，共计 51 场，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期货

日报记者了解到，与 2021 年不同的是，2022 年以来的第 4 和第 5 期活动中，产业基地、龙

头企业成为活动承办的主体，聚焦期货市场服务棉纺织、油脂油料、化工等行业保供稳价，大

型企业现身说法，分享和介绍期货工具的运用模式及典型案例，进一步帮助中小企业利用期货

市场应对生产经营困难。 

  A 市场环境复杂  风险管理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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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促进增长、保障就业、活跃市场、改善民生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受新冠肺炎疫情、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加

大，经营困难加剧。 

  “就中小企业而言，其自身经营呈现分布广、经营灵活、经营品种多元化、抗风险能力弱

等特点。尤其是近两年以来，随着经营环境的透明化、信息传递的快速化，市场环境日趋复

杂，其面临的经营风险日趋增加。”与会嘉宾说。 

  随着中小企业风险管理需求的增加，期货市场成为中小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途径。通

过期货市场透明、连续的价格波动，让中小企业对自身面临的经营环境保持足够的敏感性，能

够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积极应对。与此同时，期货市场为中小企业化解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价格风

险提供了工具，各类中小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期货市场，化解经营风险、实现稳健发展。 

  “期货市场可帮助企业管理原材料成本。”尚粮科技总经理杜峰表示，以菜籽为例，加拿

大大幅减产后，国内菜系油粕涨幅远不及国外，进口船期报价非常高。因此，在贴水购入后，

企业多在国内盘面做菜系油粕的买入套保，择机在内外价差收敛时平内盘多单，对外盘点价，

通过该操作控制原材料的成本。 

  2021 年，冠农股份旗下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及新疆冠农天沣物产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参

与期货市场，灵活运用卖出保值对冲现货价格下跌风险、期现结合锁定利润并扩大业务规模、

买入保值锁定采购价格等业务模式，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实现持续稳健经营发展。 

  “今年全球疫情持续扩散、主要经济体通胀高企，皮棉生产成本普遍在 24000 元/吨以

上，下游需求有限，轧花厂销售困难。我们公司通过跟轧花厂签订合同锁定基差，预付款、后

点价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缓解资金压力。当行情上涨时，轧花厂还能以更高的价格销售现货，

避免了被动等待现货上涨才能解套的情况。”冠农股份董事长刘中海表示，针对下游纺织客

户，可通过在相对低位点价采购其所需皮棉原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采购成本，同时也降低

了轧花厂持有现货等待销售的成本，从而实现保供稳价。 

  期货日报记者从活动上了解到，目前，风险转移、风险规避以及风险对冲等是中小企业常

用的风险管理模式。 

  “从最开始只能通过现货市场的有限方式实现风险转移，到现在可以利用期货衍生品市场

以及一些合作伙伴的综合解决方案来进行风险对冲和规避，从原来只关注价格风险到目前会关

注生产风险、财务风险等。”国贸石化总经理洪伟煌告诉记者，中小企业对在期货衍生品市场

进行风险管理的接受度以及运用能力已经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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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资金规模、投研能力、交易能力、市场信息等方面的劣势，成为多数中小企业进行

有效的风险管理活动的障碍。 

  正是基于中小企业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多的衍生品服务商、期货经营机构通过提供个性

化、产品化的“期货方案”与现货经营需求实现无缝对接；产业基地也通过对利用期货管理经

营风险的模式进行有益探索，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定制化方案，解决其避险需求。 

  B 挖掘企业痛点  实现产业链合作共赢 

  “作为产业基地，我们认为服务中小企业的关键在于角色转换。”洪伟煌认为，产业基地

在做好自身风险管理的同时，也要输出更多的期货经验，需要设身处地从中小企业的角度出

发，挖掘痛点和难点，将复杂的金融理念转换成中小企业通俗易懂的综合解决方案。 

  据了解，2021 年年初，短纤下游工厂积极备货，需求大幅提高，同时疫情逐渐好转，石

油产品需求增长，当时 PF2105 价格快速上涨，PF2105、TA2105 及 EG2105 合约加工费超过

2200 元/吨。 

  “涤纶短纤工厂 A 认为，此时涤纶短纤加工费超出正常范围，想锁定全年加工费。为帮

助解决工厂 A 的问题，国贸石化充分发挥涤纶短纤交割厂库的优势，与工厂 A 签订年度代加

工费合约，约定以加工费 1400 元/吨每月均匀采购涤纶短纤，并同时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

值。”洪伟煌表示，此案例中，工厂 A 提前将全年加工费锁定，在淡旺季明显的短纤市场提

高了开工率，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把企业原先“靠天吃饭”的窘境换成了“稳稳的幸福”。 

  国贸石化将加工费长协新模式引入短纤市场，再通过基差贸易形式将短纤销售给下游纺纱

厂获取基差收益，使得短纤期货快速普及，也有利于短纤期货服务实体企业。 

  记者了解到，四川农资化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川农化肥）作为尿素期货市场的直接参与

者，在参与过程中确立了要从尿素现货贸易商向产业链服务商角色转换的战略性目标，与尿素

上中下游合作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针对 2021 年尿素市场变化情况，川农化肥一方面利用期货市场做好国家储备工作，为公

司承担的国家商业化肥储备保驾护航，为尿素市场的保供稳价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发

挥公司在尿素产业链中的作用，通过基差点价贸易方式服务尿素生产企业的销售工作和尿素消

费企业的稳价采购工作，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21 年 1 月，公司有 3 万吨尿素国储需求，大部分库存需要承储到 2 月底。进入 3

月，公司分析由于供应端放量加快，行情走势预计偏弱，为了降低库存贬值的风险，决定在

UR2105 合约上对国储部分进行卖出套保，全部平仓了结后期现综合实现近 100 元/吨毛利，

圆满完成国储任务的同时也规避了库存贬值的风险，达到了套期保值的预期效果。”川农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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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事业部总经理张砚表示，随后公司结合下游客户需求情况，陆续在 UR2105 合约上进行了

一系列点价操作，较好地解决了一些传统贸易的矛盾点，目前公司客户大部分已经接受通过点

价的方式锁定其原料成本。 

  记者也留意到，此次活动中，产业基地根据各自不同的优势，在帮助中小企业过程中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少产业基地助力企业资金融通、降本增效。 

  其中，上海纺投与郑商所、浦发银行多方合作推出的“浦商银”业务，通过郑商所综合业

务平台，将自有或第三方期货仓单，在协商仓单交易模式下，交易给浦发银行，线上收取

100%货款，并在线下支付浦发银行 20%保证金，完成仓单质押；远期通过同样的线上交易形

式回购仓单，浦发银行归还保证金，解除质押，有效帮助企业提升融资效率，加强存货管理。 

  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姬广坡表示，2021 年上海纺投通过“浦商银”操作

标准仓单业务逾 7 亿元，从事棉花贸易的民营企业常州科腾纺织品有限公司，就是这一创新

业务的受益者。之前因规模受限，该企业经常通过风险管理公司和其他贸易公司进行高成本的

贸易融资（通常为 7%—8%），“浦商银”业务为这家企业降低了 3%—4%的融资成本。 

  在他看来，当前国内对期货衍生品的应用已经从单一套期保值走向期货期权、场内场外、

期货现货协同发展、深度融合的多元化风险管理时代。“对于棉花中小企业来说，需求多元

化，主要有商品保值需求、控制成本需求、利润稳定需求、融资需求等，参与期现结合是风险

管理中关键的一步。”姬广坡称。 

  C 发挥纽带作用  多方面服务中小企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保供稳价的背景下，产业基地切实履行自身职责服务中小企业，

从宣传、带动、合作等多方面、多层次着手，通过立体化的服务体系，实现实实在在的服务效

果。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来，随着产业基地的建设及期货交割库管理水平的提升，产业基地

利用交割库服务中小企业的成效凸显。 

  据了解，冠农产业基地及汇锦物流园棉花期货交割仓库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促进农业

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推动兵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集智慧农业服务、对外贸易和农资供应链

于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9 年交割库设立以来，企业踊跃参与交割库业务。 

  “数据显示，库尔勒地区年产皮棉约 55 万吨，2021/2022 年度进入我库皮棉约 37.8 万

吨，其中在我库注册期货仓单约 12.82 万吨，约占总产量的 34%。”刘中海介绍。 

  在他看来，通过引入交割库业务环节，有利于周边产业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对于生产企业

而言，市场行情好时，可以通过卖出套期保值锁定销售价格，稳定企业利润，可以让企业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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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精力放在生产环节；对于中间贸易商来说，可以通过灵活操作锁定贸易利润，有利于促进商

品流通。 

  对此，张砚也深有体会。“2021 年 6 月初贸易商厂库获批后，川农化肥也在积极探索利

用其服务实体企业，开展期现业务，发挥公司在产业中的价值。”据张砚介绍，在 UR2107、

UR2109、UR2110、UR2111 合约上，公司都陆续进行了买卖交割，其间尝试利用贸易商厂库

实现现货交割。基于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对现货贸易的积极作用，2021 年川农化肥现货贸易

体量增加幅度在 20%左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郑商所主办的“稳企安农 护航实体”——保供稳价背景下服务中

小企业系列活动，是期货市场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窗口，是积极落实期货市场服务大宗商

品保供稳价的有力措施，是促进中小企业提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的具体抓手。截至目前，该

活动已开展 5 期共 51 场，活动内容干货多、受众面广、市场反馈良好。 

  通过参与系列活动，让川农化肥更加切实地体会到作为郑商所的产业基地，要发挥好期现

的纽带作用，履行好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过程中，企业不仅

要着眼于自身发展，还要担负起打通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的重任，为行业发

展提供更大助力。（记者 韩乐） 

差异化、体系化发展促进期货研究服务提升 

期货日报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期

货、期权套保功能更加重视。为探讨期货市场发展形势，交流期货研发经验，郑商所近日举办

上海期货公司研究院院长座谈会，上海地区 20 多家期货公司研究院负责人参加本次座谈。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近年期货市场发展迅速，期货市场交易量大幅增长，流动性明显提

升，期货研究交流也随之增加，对期货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拓展和深化服务产业的

实践中，研究人员自身对期货研究的理解也在不断提升。进入 2022 年，部分商品开启新一轮

周期，期货研究工作难度提升。在与会嘉宾看来，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期货研究机构服务实

体产业有更大的拓展空间，但也对期货研究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位与会人士认为，找准期货研究定位是期货研究机构实现研究价值的第一步。东吴期货

研究所所长姜兴春表示，随着期货市场发展步伐加快，市场参与者也进入高速提升阶段，不同

服务对象对研究逻辑、产业研究的深度、策略周期等方面的需求会有很大的差异。 

  “机构和产业客户对于研究的要求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个性化，这就要求期货研究机构

首先明确自身的服务对象和对应的研究目标。”姜兴春认为，从研发人才招聘到具体研究工作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24 

 

开展，每一步都要做到有的放矢，期货研究机构才能集中精力在目标领域做深做细，在差异化

发展中体现自身优势。据了解，一些期货公司研究院已经开始在新定位下逐渐进行重构，比如

东吴期货研究所就初步确立了对内投研联动、对外基于产业基本面研究基础上的产业风险管理

策略服务，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就实体产业客户相关的期货研究服务而言，光大期货研究所所长叶燕武在会上表示，当前

的市场需求仍十分庞大。“从去年我们公司举办的期货服务产业活动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国

有企业在转变思路，开始重视期货衍生品在企业日常经营中的运用。产业企业从财务、采购、

销售、期货部门到公司高管，对期货知识的学习热情都很高。”据他介绍，很多企业还表示希

望未来有更多一对一的线下交流服务。 

  叶燕武认为，期货公司产业服务的价值链可以分为渠道、开发和服务三个环节。其中，研

究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开发支持和后续服务上。在开发层面，客户对于研究的专业性要求很

高；在服务阶段，研究就变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支点。这要求研究机构不仅要更深入产业，同

时还要考虑如何打造体系化服务的构架。（记者 张田苗） 

第四届“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专题（一）：“郑商所杯”大赛是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期货日报 

  编者按：“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年一度的“郑商所杯”全

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进入了对第四届大赛进行总结、对第五届大赛进行赛前筹备的重要

阶段。2021 年，面对各种风险挑战，郑州商品交易所顺应期货、期权市场高速发展需求，与

众多高校、期货服务机构等合作，不断加强对各类期货、期权专业人才的培养，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效果。2022 年，郑州商品交易所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建立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

开放式培养体系，加大对“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的支持力度，创造出更方

便与适合大学生参与的人才培育环境，走出一条善于开拓创新、特色化发展的人才培养之路。

本报自今日起推出“第四届‘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专题系列报道”，敬请

关注。 

热爱是进步的动力 

  作为经济专业的学生，我认为学习经济金融相关知识，是为了经世致用，分析社会经济运

行原理，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作为大学生，在习得课本知识后，苦于资金和资源有限，

没有太多的实践机会，无法论证自己的逻辑思维是否正确。所以，当授课老师为我们推荐郑州

商品交易所和中国期货业协会联合举办的“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时，我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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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犹豫地报名参赛，并且比较幸运地荣获了大赛三等奖。这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本次大赛不

仅验证了自身知识水平的深浅，而且自己也在参赛过程中不断成长。 

  在参加本次大赛之前，我曾接触过一些浅层次的基金交易，所以在参与“郑商所杯”全国

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时，我知道必须投入一些时间来盯盘和做出选择。刚开始，由于对期

货行情和具体操作都很陌生，所以，错误操作频繁出现，亏损比较大，之后，经过不断学习、

不断摸索，我熟练掌握了买空卖空的操作及原理，加之深入研究交易品种的基本行情，辅之以

分析各种技术形态，才逐渐扭亏为盈。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上期货期权课程时，学校邀请了多位期货公司高管和项目负责人为学

生授课，不仅讲授理论知识，更是在实践层面指导学生深入实际，如从哪些方面来分析市场行

情，需要关注的数据是什么等。我们也在和他们的互动交流过程中，真正意识到，想做好期货

交易，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质： 

  一是树立风险防控意识，敬畏市场。期货市场由于自身的保证金交易机制，存在杠杆效

应，风险相对较高。而不少投资者在进入市场之前，没有树立正确的交易理念，总想着孤注一

掷，不注重风险防控。我身边就有参赛的同学，在经历爆仓之后，被迫弃赛。仔细想想，多亏

是模拟交易，如果是真枪实弹的实盘交易，我的同学会痛苦到何种程度呢？真是不敢想。所

以，经过本次大赛，我更明白要谨慎参与期货交易，一定要做好风险防控，决不能图一时之快

而盲目投资。 

  二是热爱是进步的动力。洛克菲勒说过：成功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把其

他的事交给喜欢这件事的人去做。选择了期货行业，就要认真对待，富有热情。做期货需要经

常盯盘，要投入大量精力，万不可抱着赌徒心态，不对市场及基本面了解分析，就盲目下单。

盈亏就在一瞬间，热爱期货，专注于期货，享受分析及思考的过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 

  三是戒骄戒躁，耐心等待。在我刚接触模拟交易时，喜欢频繁交易，而且是基于不了解行

情的盲目频繁交易。后来，我渐渐明白，长期盯盘且少操作才会获取较大的收益，对我来说，

频繁交易最多只能得到一些蝇头小利。 

  如果说模拟交易是学习是锻炼，那么未来的实盘操作才是真正地考验人。很少有人可以在

进行实盘操作时像模拟交易一样心态平和、波澜不惊，我们还需要很多时间磨练和不断进步，

没有人会一下子就成为高手。如果有机会，未来我愿意从事期货行业的工作，因为我特别希望

获得人生的满足感和期待感。 

  感谢“郑商所杯”给我提供了一次美好的体验机会，让我能够有“预演”未来和“试错”

的机会，这对我而言是人生难能可贵的财富！（吉林大学 周慕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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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让我获益良多 

  非常感谢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期货业协会举办的第四届“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

拟交易大赛。我很幸运地获得了三等奖。从 2021 年 9 月 1 日到 2021 年 10 月 31 日，这两个

月的比赛让我获益良多。 

  第一，比赛激励我学好大学期间的金融学相关教材知识。我深知要进行模拟交易，需要充

实的理论知识，因此我认真学习了《金融学》《证券投资学》《金融工程》《国际金融》等课

程，并将分析过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与老师、同学们一同探讨。最终，在收获比赛成绩的同

时，也获得了较好的课业成绩。 

  第二，备考期货从业资格证。期货从业资格证是步入期货行业的必备证书之一。中国期货

业协会举办的期货从业资格考试的知识点布局非常科学、全面。备考期货从业资格证有利于掌

握完整的期货理论，更加全面了解期货知识，形成良好的基本面分析思维和技术面分析思维。

同时，我也在备考期货投资分析考试，以便进一步学习期货投资的分析思维和分析方法。 

  第三，积极学习郑州商品交易所“衍生品学苑”栏目提供的投教材料。“衍生品学苑”的

“图文资料”“视频课堂”“系列专题”等版块，为我们提供了视频、图文等多种形式的品种

资料，非常适合建立体系化的分析思路。我通常是下载下来，分期货品种整理分类，再逐一研

读。这么做加深了我对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品种的了解。郑州商品交易所衍生品学苑的直播课

程更是质量极高、内容丰富，我经常观看，受益匪浅。尤其是很多期货产业链的相关视频，比

如白糖产业链分析、PTA 产业链分析、棉花产业链分析、甲醇产业链分析等内容，我会反复学

习，培养了我良好的期货基本面分析思维和价值投资理念。 

  第四，利用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模拟仿真交易平台进行期货模拟交易。比赛前，我提前进

行期货模拟交易，了解熟悉期货交易软件基础操作，避免在比赛时操作失误，将理论知识和实

践操作相结合。郑州商品交易所衍生品学苑提供的仿真交易非常适合练习、了解期货交易软件

的特点与交易流程，我感到其操作软件设计简单、界面美观、操作顺手。我在比赛前注册了该

软件，并使用该软件进行反复操作训练，为提前适应比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非常感谢郑州商品交易所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学习及参赛资源，这是我人生难得的财

富，祝愿“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越办越好。（浙江财经大学 蔡祖顺） 

努力是成功的基石 

  我叫地力牙·买买提，就读于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是一名大三学生。在学校的支持

下，我于 2021 年 9 月份报名参加了第四届“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并且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十分感谢主办方能为我们大学生提供这样良好的平台。回想起来，这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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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不仅让我获得了奖金和证书，收获了成功的愉悦，还磨砺了自己的性格，创造了与同学们互

相交流学习的机会，体会到更多大学生活的美妙。 

  认真比赛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为了能获得比第三届大

赛更好的成绩，我的每一笔交易都十分谨慎，在争取名次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足够的容错率，

确保不会崩盘。在比赛初期保持这样的一个思路可以稳住自己的排名，有助于看清自己的实

力，既能把一些“冲动派”甩掉，还能留有充足的时间来分析市场的走向。这么做，虽然在比

赛初期成绩不会很明显，但好在赛程有两个月之久，有足够的时间来提升排名。 

  随着比赛不断推进，我的操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同时对比赛规则也有充分地理解。此时，

由于在比赛初期的稳步积累，我可以较为大胆地进行交易，不断提升自己的排名，哪怕是不小

心亏了，也能依靠初期积累的资金及时止损。 

  大赛进行到后期，竞争越来越激烈，而我还是一如既往，奉行小心谨慎的原则，在不犯错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去提升名次。逐渐地，我在比赛中也改掉了沉不住气而孤注一掷的冲动，

学会了为了长远目标而努力奋斗。 

  感受生活 

  比赛不是生活的全部，除了参与比赛，我照旧读书学习，享受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

场愉快的游戏，与同学的聊天以及来自舍友的问候，都能成为自己比赛的助力。当我的排名下

降时，我的舍友会开一些玩笑来缓解我的失落感，稳住我的心态；同样参赛的朋友们也会提出

一些比较中肯的操盘建议。当我告诉舍友自己的排名提高，舍友一句简单的赞叹声就能让我获

得满足感。所以，我有足足的动力更加积极地进行比赛，给我的大学生活带来更多的欢乐。 

  不断成长 

  本次比赛带给我的感触颇深。我认为在比赛过程中交易员不能操之过急，尤其是在这种赛

程较长的情况下更要稳扎稳打，保证自己犯错时有挽回的余地，随后再慢慢发展，逐步积累。 

  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不仅适用于比赛还适用于日常生活。不能因为盘面或生活上一时的失

利而自暴自弃，有了损失尽力挽回，放平心态，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纾解糟糕的心情。持续

努力，方能成功。 

  最后再次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新疆大学 地力牙·买买提） 

找到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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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已经圆满落幕。回顾这四届大赛，在首

届大赛中我获得了优胜奖，第二届、第三届大赛都没有获奖，但是凭着“胜不骄，败不馁”的

精神，在第四届大赛中，我又很荣幸地获得了二等奖。 

  交易如人生，人生如交易。K 线起起落落，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起伏，有飞速

的上涨，更有急速的下跌，还有来来回回的振荡。经不起振荡，肯定看不到光明；经不起困难

与挑战，当然也不可能成功。俗话说，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都是在不断学习中夯实

基础，时刻准备着把握住机会，找到正确的方向。而方向在期货市场中至关重要，在价格与交

易量的积累下，市场不断蓄力，最终朝着一个方向出发。但是，等待交易机会的来临，一定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不断学习对我们把握人生非常重要。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期货价格

没有高点和低点之分，只有值与不值。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再强大的高手也会遇到对手，再

平凡的拾荒者他也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人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实现价值才是我们的最终目

的。 

  在期货市场中，秉持正确的交易原则往往可以事半功倍。顺势而为的交易，不是主观判

断，顺大势者方能有大作为，要从客观出发，不可自作聪明；规避风险至关重要，收益与风险

并存，而惧怕风险与患得患失的人常常会失去好的机会；掌控好资金，不满仓，及时止盈止

损，破釜沉舟未必可取，失败时及时认识自己的错误去改正，成功时保持谦逊，不贪婪，有时

必要的后退比起盲目地向前更合适；看不准方向，就不留隔夜仓，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

好习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学中丰富的金融课程增加了我对股票、期货和基金的认识

与了解，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逆向投资策略、经典技术分析、股票技术分析、程序化交

易、计量经济学等课程的学习，激发了我对交易的兴趣与喜爱。理论知识可以促进我们思维方

面的提升，而实践又将思维与行动结合起来，让我得到更大的进步。“郑商所杯”大赛给大学

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使我们在交易层面得到锻炼，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期货

交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受。 

  我认为“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非常有意义，通过此次比赛，我变得更

加自信，对期货市场的认识与理解也更加深刻，明白了所有的幸运都来源于一点一滴的积累。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使自己早

日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海南大学 侯会霞） 

控制风险是核心 

  “郑商所杯”的总分计算方式比较独特，不仅看交易的盈利水平，还关注波动率和回撤幅

度，将三者加权得到总分进行排名。在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时，因为过早出现了亏损，且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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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收益的波动性，很早就退出了比赛，未能获奖。而在对规则进一步分析后，我发现控制回撤

和波动更加重要。 

  在本次比赛全程中，我时刻关注每日成绩排名。在比赛前期，排名靠前的同学均是依仗着

超高的收益，而他们往往是以极大的仓位进行交易才实现的。但是，这种策略的风险很大，因

此比赛每一天的排名都会出现很大变化。除了个别连续获利随后不再交易的同学外，其他的参

赛者往往因为一次的亏损就跌到了几百名的位置，失去获奖机会。而最后进入前二十名的同

学，大多数都有着良好的风险控制，以较低的净值得分获得高的名次。 

  我对于本次“郑商所杯”的参赛感悟是：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才是金融投资的

核心思想。（复旦大学 卢洪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