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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纵横

产品简介：华融期货每日早 8:30 举 8 行晨

资讯纵横栏目是华融期货推出的信息资讯套餐系列，涵盖华融早
报、每日盘解、大盘风向标、外盘跟踪、要闻解读、焦点聚集、
华期周刊和每周一评等栏目，为客户提供最全面、最迅速、最准
确的各类投资信息，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资讯服务

会，本产品收录所有晨会核心内容，涵月盖
财经要闻、技术面分析、品种走势分析预测
及操作建议等信息。

风险说明：本产品为华融期货研发的独立观

华融早报

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谨供投资者参考。

客户适配：适合所有客户使用，尤其是日
内短线客户，本产品汇总所有投顾人员对

商务部：中美双方已商定将于近日举行通话

于今日品种的走势分析和个人的独立观点。
在商务部 20 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
问：有报道称，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中国计划重新
安排在上周末推迟的贸易会谈，此次会谈目的是在第一阶段
贸易协议签署六个月之际评估进展情况。据称，虽然这次会
谈的日期尚未确定，但很快就会举行。商务部有何评论？针
对记者提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双方已商定将于
近日举行通话。（新华社）
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拟中标产品平均降价 53%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 号
新闻联播报道，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 55 个品种拟中
标，拟中标产品平均降价 53%。（证券时报）

网址：www.hrfutu.com.cn
邮编：570105

8 月 LPR 继续保持不变 市场对货币政策早有了预期
8 月 20 日，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公布，1 年期品
种报 3.85%，5 年期以上品种报 4.65%，均和上月持平，这也
是自 4 月以来，LPR 连续 4 个月未发生变化。
对于 8 月 LPR 的按兵不动，市场已有预期。一方面，作
为 LPR 报价参考的基础，本月 1 年期 MLF(中期借贷便利)招标
利率保持不变；另一方面，近期市场资金利率持续上行，银
行下调 LPR 报价加点的动力不足。（第一财经）

******期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品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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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观点：

【股指期货】外盘纵览：美国大型科技股集体上涨，特斯拉涨 6.56%，苹果涨 2.22%，亚马逊涨 1.13%，奈
飞涨 2.76%，谷歌涨 2.21%，Facebook 涨 2.44%，微软涨 2.33%。热门中概股方面，阿里巴巴跌 1.01%，京东涨
1.9%，百度涨 0.63%，拼多多涨 1.24%，腾讯音乐涨 2.97%，迅雷涨 1.77%，微博涨 1.08%，蔚来汽车跌 1.99%，
搜狐跌 2.73%。
欧洲主要股指全线收跌，英国股市跌超 1.5%。欧洲时间周四，欧洲主要股指全线收跌，英国股市跌超 1.5%。
截止收盘，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 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20 日报收于 6013.34 点，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98.64
点，跌幅为 1.61%。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 4911.24 点，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65.99 点，跌幅为 1.33%。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 12830.00 点，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147.33 点，跌幅为 1.14%。
国际金价跌逾 20 美元，险守 1940 美元关口。国际金价跌逾 20 美元，险守 1940 美元关口。截止收盘，纽约
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 12 月黄金期价 20 日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3.8 美元，收于每盎司 1946.5
美元，跌幅为 1.21%。
国际油价走低，布油期货收盘跌超 1%。国际油价走低，布油期货收盘跌超 1%。截止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9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35 美元，收于每桶 42.58 美元，跌幅为 0.82%。10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
油期货价格下跌 0.47 美元，收于每桶 44.90 美元，跌幅为 1.04%。
股指：昨日市场继续回落，创业板拖累大盘。市场资金换筹迹象明显，低估值的电力板块继续受到追捧。今
日操作上建议观望为主，等待回调后做多的机会，进取型投资者可盘中试探性多单进场。
【黄金】隔夜黄金低位起稳。操作上建议多单试探性进场，仓位 1-2 成，创新低止损。
【白银】隔夜白银低位盘整。操作上建议离场观望，等待 8 月下旬的做多机会。
【上海原油】OPEC+需要补偿逾 200 万桶/日的超额原油供应，且美国初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上升，显示经济
复苏缓慢，加剧了需求继续疲软的担忧。受此影响美原油指数下跌 0.39%，收 43.58 美元/桶。
后市：上海原油指数震荡趋强。短期关注 284 元/桶，在其之上逢低做多 sc2011，反之择机短空。
【燃料油】美原油强势震荡。上海燃料油指数强势运行，技术上关注 1816 点，在其之上逢低做多反之会转
弱。
【沥青】EIA 报告：美国原油产品四周平均供应量为 1838.4 万桶/日，较去年同期减少 14.3%。沥青指数窄
幅震荡，技术上关注 2616 点，在其之上逢低做多反之会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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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主力合约转月 2101 后，昨天日间多头接棒向上突破新高，夜盘进入了回调盘整，回调的幅度较大，
日内建议多看少动，观察行情的进一步发展，耐心等待明确的机会。
【焦炭】主力合约转月为 2101，技术上看，仍有余波向下方回调，关注 1920 附近能否出现较强的支撑，今
天日内短线预计震荡偏弱。
【天然橡胶】因日胶走软及上冲 12500 点未果影响沪胶 1 月合约期价短期会转弱，技术上关注 12500 点，在
其之下弱势会保持反之会转强。
【郑糖】因美糖走弱以及技术面影响郑糖 1 月合约期价短期会转弱，技术上关注 5050 点，在其之下弱势会
保持反之会反弹。
【豆粕】周四 CBOT 大豆 11 指标报收 905.3 美分/蒲式耳，跌幅 0.88%；豆粕期货 12 指标报收 300.6 美元/
短吨，跌幅 0.60%；国内夜盘豆粕 2101 合约报 2868 元/吨，跌幅 1.34%。美豆丰产已是大概率事件，8-9 大豆到
港庞大，油厂开机率维持较高水平，而近两周提货速度放慢，沿海油厂豆粕库存继续回升至 103 万吨，库存压力
增加 ，部分胀库的油厂仍在积极催提，抑制豆粕价格，行情上涨暂显乏力，短线持续震荡思维。
操作建议：以观望为主。
【豆油】周四 CBOT 大豆 11 指标报收 905.3 美分/蒲式耳，跌幅 0.88%；美豆油 12 指标报 31.48 美分/磅，
跌幅 1.47%。国内夜盘豆油 2101 合约报 6348 元/吨，跌幅 1.73%。USDA 的供需报告超预期调整单产，使市场怀
疑美豆丰产的利空已被透支。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执行，是近期国际市场关注的主题。目前中美磋商被延后，短
期价格方向未明。国内盘面呈粕强油弱的格局，国内大豆压榨利率居高不下。
预计短期豆油呈震荡调整的走势。
【沪铜】美联储会议记录显示其担忧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带动铜价走弱，近期后市预计会是震荡行情，个
人建议观望。
【铁矿】当前铁矿供应偏紧格局正在缓和，近期发运和到港连续回升至高位波动，港口库存继续低位累积，
需求依然旺盛，后续关注需求端变化、海外主流矿山的发运情况、港口库存变化，同时需重点关注监管动态。
技术面上，从日线上看，昨日铁矿 2101 主力合约震荡收跌，暂未跌破 5 日均线，预计短线处于高位震荡，
下方继续关注 5 日和 10 日均线附近的支撑力度。
【螺纹】当前螺纹延续着高产量、高库存的格局，供应端压力仍在，需求释放节奏缓慢，但市场对旺季需求
依然有较强预期，后期继续关注需求端的变化。
技术面上，从日线上看，昨日螺纹 10 主力继续收跌，跌破下方 30 日均线支撑，多条均线拐头向下形成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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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预计短线处于高位震荡，上方关注 20 日均线附近压力，下方关注 10 周均线附近的支撑力度。
【棉花】华盛顿 8 月 20 日消息，美国农业部（USDA）周四公布的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8 月 13 日当周，
美国 2019-20 年度棉花出口净销售 128,000 包，2020-21 年度棉花出口净销售 4,900 包。昨日美棉受强劲的出口
销售报告数据影响，盘中震荡上涨，价格再次接近 65 美分，尾盘收于 64.56 美分，上涨 0.79 美分，涨幅 1.24%，
美棉价格仍维持高位震荡走势，震荡区间 62--65。国内消息面上，距离新花上市仅不到一个月，近期新疆疫情
有明显改善，供给端或不会出现较大影响，下游整体 订单未见明显好转，价格依旧处于弱势，加之目前储备棉
竞拍火热，市场整体供应较为宽松。
关注今日郑棉会否在美棉上涨的带动下往上拉升，从日均 K 线上看，郑棉均线呈多头排列，可尝试背靠 12750
支撑轻仓短多，操作上中长期仍以逢低买入为主。

【免责声明】
本报告分析师/投资顾问在此声明，本人取得中国期货业协会授予期货从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
告。
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
任何形式的补偿等。
本公司已在知晓范围内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披露义务。
本报告仅提供给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公司会授权相关媒体刊
登研究报告，但相关媒体客户并不视为本公司客户。本报告版权归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获得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书面
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传播，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害该报告版权及所有相关权利。
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本公司客户参考之用，不构成所述期货合约的买卖价。本报告并未考虑到客户的具体投资目
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
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可就研究报告相关问题咨询本公司的投资顾问。
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及其投资顾问认为本报告所载资料来源可靠，但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
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投资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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