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镍 上升动力不足

近日镍价振荡走升，不断刷新一年多来高位，昨日盘中触
及高点 137280 元/吨，成交量明显下降，继续上涨动力不足。
均线呈多头排列，价格在布林中轨和上轨之间运行，中轨上行
速度有所放缓。MACD在零轴上方向上延伸，不过红柱变长
速度较慢；RSI处于 50—80的合理偏强区域，并有上行趋势，
KDJ也有抬头向上迹象。从技术上来看，尽管当前仍处多头
趋势，但上行动力略显不足。

从基本面来看，菲律宾雨季镍矿出货量少，镍矿价格居于
高位，成本端支撑强；国内电解镍持续去库存，进口窗口打开；
钢厂春节前备货积极，上周高镍生铁成交火热；下游不锈钢排
产仍处高位。基本面有支撑，关注宏观面的变化。

（长安期货 屈亚娟）

春耕需求支撑尿素价格

元旦过后，春耕备货需求集中爆发，尿素期现价格经历一
波大涨。近期期货价格高位回落，市场热度消退，但现货仍维
持在高位，现货由贴水期货转为升水期货，后市现货升水格局
料长期维持，期货春节前大概率转向振荡。

今冬利多频现

冬季是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时期，气头尿素开工也会随
之下降。在冷冬之下，天然气供应格外紧张，价格持续走
高，以河南地区为例，液化天然气（LNG）价格从去年 11 月
初的 4000 元/吨左右一路大涨，12 月底一度突破 10000
元/吨，天然气市场变化严重影响了气头尿素的开工。根据
隆众资讯统计，去年冬天气头日产最低降至仅 1 万吨，仅次
于 2017 年气荒最严重时的日产 0.9 万吨的水平。同时，山西
等地尿素工厂因为环保问题例行减产，使得去年冬天尿素
整体日产偏低，11 月到 12 月中旬大部分时间日产都在 14 万
—15 万吨，而从去年 12 月中旬至今日产已经不足 12 万吨，
供给下降超出市场预期。

煤炭价格保持强势。冬季煤炭价格持续走强，以陕西榆
林的 5500 大卡的烟煤为例，坑口价从去年 10 月初的 440
元/吨上涨至1月中旬的605元/吨，涨幅约36%。尽管并未有
尿素企业因为煤炭供应紧张而停车，但煤炭价格上涨对尿素
现货及期货价格的提振也是比较明显的。

需求下降有限，现货表现抗跌。按照一般的季节性变动，
进入 11 月以后，由于下游需求转淡，尿素现货价格就会迎来
回调。但是去年尿素现货表现比较抗跌，11月—12月底现货
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其中除了供给环比减少的利多外，下游实
际需求好于预期等需求端利好也是重要原因。

春耕备货需求提前释放

如果单单是以上供需两方面的利好或许能够支撑尿素现
货价格稳定，期货价格延续振荡偏强走势，但不足以推动元旦
后的期现同步大涨。元旦后春耕备货需求意外提前释放才是
大涨的主要推动因素。

由于河北部分地区疫情反复，尿素下游和贸易商担忧春
耕再出现去年备货不足、产区工厂高库存而销区缺货的情况，
所以开始积极备货，从而推动阶段性需求快速增加，现货价格
也持续走高，山东地区现货价格从元旦前的 1820 元/吨一路
上涨至1月18日的2070元/吨。

需要注意的是，本轮现货上涨并不是由于供给减少或者
需求出现了大幅增加，更多是由于春耕需求有所提前，尿素现
货只是从工厂转移到了下游，并未实际消化掉，一定程度上是
透支了春耕需求。后期随着气头尿素逐步复产以及山西限产
的放松，尿素供给将逐步增加，而下游工业需求也将随着春节
的临近而下降，所以尿素现货春节前大概率将逐步回调，但很
难再回到元旦前价格。

后市展望

尿素现货升水期货将成为常态。元旦节前，尿素现货持
续贴水期货，但随着现货逐步反映春耕需求，而5月期货对应
的价格是春耕结束后的偏淡的季节，所以尿素现货升水期货
的格局将长期维持。

由于有春耕需求的预期支撑，再加上期货已经贴水现货，
期货价格春节前大跌的空间不大，大概率转向振荡。不过，长
期看由于春耕需求提前，价格也已经有所反应，后续真正春耕
启动后存在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届时可能再次迎来一波
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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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物流疫情影响物流 玻璃库存累积玻璃库存累积

河北地区是浮法玻璃产能分布最为集中的地
区。“当前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物流管控，对玻璃
行业的影响较大。”大有期货建材工业品基础分析
师吴航飞告诉记者，从产能情况来看，河北省浮法
玻璃在产产能占到全国的 15%，本次受疫情影响
最大的石家庄地区有 4 条产线、邢台地区有 22 条
产线在产，其中邢台沙河市有 20 条线在产，日熔
量共计 14300 吨，占全国在产产能的 9%，占河北省
的 58%。

当前，石家庄、邢台高速封闭，装货车辆已十分
稀少，浮法玻璃厂家正常生产，除生产上的工人坚守
岗位以外，其他办公人员大多居家办公，本地贸易及

加工企业已全员放假。
杭州冀正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冀正）副总经

理侯晓培表示，石家庄和邢台实施物流封闭对当地
的玻璃生产企业造成较大的影响，跨省销售渠道受
阻，当地深加工企业开工率骤降，需求遭遇明显下
滑，厂家出现大幅累库的状况。

沙河市安全实业有限公司期货部经理霍东凯同
样对记者表示，由于疫情对物流的影响，当地玻璃企
业的产成品无法出厂，直接导致了玻璃成品库存的
累积。此外，物流管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料进
厂，不过影响程度有限。

“在当前的疫情笼罩下，沙河地区的玻璃和纯碱

市场遇到的冲击较大。当地政府为尽快控制住疫
情，出台了非常严格的管控措施，实行全员核酸检测
并且要求居家隔离，汽车运输暂时中断，除玻璃生产
正常进行外，贸易活动基本停摆。”浙江景诚实业有
限公司纯碱负责人王宝镭告诉记者，因汽车运输受
限，玻璃生产企业原料只能依靠火车运输，下游深加
工企业停工，成品库存开始积压。

不过，在方正中期期货玻璃研究员魏朝明看来，
当前河北玻璃库存处于近年来同期较低水平，企业
在淡季的阶段性累库不会对生产经营秩序造成明显
冲击，市场普遍看好2021年供需形势。“淡季适当积
累库存也在企业的经营计划内。”

下游需求减弱下游需求减弱 玻璃价格承压玻璃价格承压

下游市场需求方面，霍东凯说，临近农历年末的
赶工行情因为疫情的影响暂时停滞，贸易商群体业
务暂停，这给本就转弱的需求再次带来打击。

河北正大玻璃有限公司（下称河北正大）成立于
2000年，是一家浮法玻璃生产为主涵盖玻璃深加工
的大型玻璃企业，位于沙河市经济开发区内，该公司
还是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的玻璃、纯碱两个品种交
割厂库。

该公司副总经理庞溥军分析称，去年的疫情主
要发生在湖北，近期的疫情主要发生在河北，这两个
地区都是国内主要的玻璃生产基地，疫情对玻璃产
品的出库、下游深加工和玻璃生产的原材料采购都
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下游加工厂无法正常生产，玻璃
无法流通，需求减弱。

庞溥军告诉记者，去年发生疫情，交通管制在3

月份之后逐步解封，对玻璃行业一年中的 5 月份小
旺季冲击较大，而今年一方面有去年的疫情控制的
经验，企业提前做了一些必要的防控计划和安排；另
一方面，临近春节玻璃市场本身进入淡季，相比去
年，疫情对玻璃厂的压力相对要小。

玻璃价格方面，霍东凯表示，由于没有办法进行
正常销售，他们公司的玻璃出厂价格暂时不调整，但
其他企业出于防范疫情暴发心理，开始下调价格，这
对市场信心有一定程度的打击。

“受疫情影响，目前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物流
交通受到管控，沙河地区的玻璃厂没法出货，因此库
存累积会较大，这导致河北地区玻璃厂最近降价幅
度很大，近两个星期，当地玻璃价格下滑了 200
元/吨。”国泰君安期货首席能化研究员张驰告诉
记者。

新湖研究所玻璃研究员周小燕也对记者表示，
目前玻璃现货价格有所松动。主产地沙河地区的玻
璃运不出去，就会造成主产地和主消费地玻璃价差
拉大。“去年疫情发生时，武汉的玻璃运不出来，华
南、华东与武汉的玻璃价差迅速扩大。”

不过，据武汉长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期
货部经理王成斌介绍称，当前除河北外的南方市场，
玻璃加工企业订单较多，玻璃价格冲高回落，这也会
改善了加工企业的经营利润，极端个别企业已接订
单达3—5个月。

期货方面，吴航飞表示，近期玻璃期货价格下跌
较多，临近春节和传统消费淡季，加上疫情的影响，
后期玻璃期价还将下跌。纯碱市场供需失衡，现货
价格创十年新低，受疫情影响，后期还将低位运行，
估计会再创新低。

2021年年初，河北石家庄、

邢台两地被新冠肺炎疫情突袭。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为彻底扑

灭新一轮新冠疫情的火苗，河北

石家庄及邢台地区采取居家隔

离，物流交通受到管制，这给当地

玻璃产业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带来

较大影响。不过，有不少玻璃相

关产业企业利用期货等衍生工具

化解市场风险，为企业稳定经营

保驾护航，让企业在困境中看到

了“春天和希望”。

巧用期货工具巧用期货工具 企业化解风险企业化解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给玻璃产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
营带来各种风险。不过，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经
历了2020年年初更为严峻的形势后，玻璃产业企业
已经积累了一些对抗疫情的经验，很多企业通过灵
活利用期货等衍生工具化解市场风险，提高了自身
的“免疫力”，与此同时，企业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
提高。

2020年国内新冠疫情刚刚过去不久，专家学者
纷纷预测今年冬天疫情可能还会反复。庞溥军告诉
记者，为防范疫情反复和保障春节期间企业正常生
产，去年12月，经公司领导层综合考虑现货情况，结
合期货逐步上涨，升水现货幅度较大，河北正大选择
增加纯碱库存 1 万吨。随着现货库存的增加，公司
于去年 12 月底在期货市场卖出同等数量纯碱 2105
合约进行风险对冲管理。

“以往公司进行原料储备往往需要承担价格波
动风险，今年借助纯碱期货，企业可以边存货边套
保，既规避了价格波动风险，又锁定了囤货成本，给
企业储备原材料增加了信心。”庞溥军说，2021 年 1
月，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突然暴发新冠疫情，两地
全境封锁，居家隔离，在这种突发情况下，公司前期
储备的纯碱库存就派上了大用场。

通过利用期货套保，河北正大不仅规避了原材
料价格波动风险，锁定了囤货成本，保证了企业稳定
生产经营，还获得了额外收益：

2020年12月底，河北正大纯碱卖出套保持仓均
价1650元/吨，持仓数量500手。在元旦假期结束后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酵，河北正大在盘面 1600 元/吨
平仓 250 手空头合约，此次操作河北正大获得基差
回归收益25万元。

2021 年 1 月 7 日纯碱 2105 合约大幅拉涨，升水
现货 200 元/吨，河北正大将前期平仓的 250 手套保
合约重新卖出，持仓均价1660元/吨。随后，纯碱期
货价格大幅下跌，河北正大在 1600 元/吨下方逐步
平仓，平仓均价1550元/吨，最后河北正大获得基差
回归收益110万元。

杭州冀正是一家以玻璃、纯碱期现货贸易为主

业的新型贸易商。在期货服务实体的初心驱动下，
在疫情突然暴发的困境中，杭州冀正积极通过利用
期货为下游客户解决燃眉之急。

据侯晓培介绍，今年元旦节前杭州冀正与江苏、
安徽的玻璃深加工企业签订了 1000 吨玻璃原片的
购销合同，这批玻璃原计划在沙河进行采购发货，但
河北新冠疫情暴发后，跨省物流通道关闭，货物无法
运输出沙河，合同无法履行，并且疫情何时能得到控
制，运输何时解封尚未可知。而杭州冀正下游客户
手上的订单延续至春节前夕，在玻璃原片采购渠道
受阻，汽运物流资源越发稀缺的背景下，杭州冀正的
下游客户面临着原片储备不足、订单即将违约的风
险，为此河北冀正的客户表示相当焦虑。此时此刻，
仅仅依靠原来传统的现货贸易方式已难以满足客户
紧急的需求。

“为解决客户的迫切需求，顺利履行合同，我们
开始将目光转向湖北地区。我们关注到当时
FG2101合约价格大幅贴水现货，贴水幅度最高时达
到400元/吨，同时根据交易所公布的仓单日报发现
杭实善成交割厂库注册了湖北弘润建材的标准玻璃
仓单，经过与客户协商，客户表示可以接受湖北的玻
璃。我们在测算了成本之后，给予客户在原有价格
基础上一些优惠，客户表示非常满意，于是我们在玻
璃 2101 期货合约上建立了对应数量的买单准备交
割。”侯晓培告诉记者。

接下来，杭州冀正在与客户沟通过程中了解到，
今年国家因疫情原因倡议原地过春节，企业原本计
划1月20日左右停工、员工返乡过年，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员工计划不回乡了，企业想再生产一段时间，
希望再多采购一些玻璃，于是杭州冀正同客户协商
将原有的1000吨供货量增加至4000吨，就又在玻璃
2101期货合约上增加了买入数量，通过期货买交割
的方式解决客户的采购需求。

作为玻璃、纯碱贸易商，杭州冀正承担着连接上
下游企业的纽带作用。在疫情导致系统性风险增加
的时候，更加凸显其产业链上下游“润滑剂”的作
用。杭州冀正通过灵活的期现贸易运作模式，运用

期货买交割模式帮助下游客户采购玻璃原片，进一
步发挥了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企业的重要功能，增加
了期货、现货市场的黏合度。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日前杭州冀正期现经理
刘慧钊计划启程奔赴湖北，协调运输车辆，准备将交
割的玻璃顺利发到客户手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湖
北地区进行玻璃交割业务，希望这一趟湖北之行能
顺利地将玻璃原片交付到客户手中，保障他们生产
稳定，让期货服务实体真正落到实处。”刘慧钊对记
者表示。

此外，记者从业内人士了解到，由于担心今年冬
天疫情会反复，去年 11 月份，纯碱价格处于相对较
低位置时，不少玻璃生产企业通过期货市场补充原
料库存，在纯碱期货市场建立“虚拟库存”。目前沙
河地区原料库存最多的企业有4个月的用量。

霍东凯对记者表示，疫情主要影响产成品的销
售，这给玻璃生产企业带来库存压力、资金压力和价
格风险。“在目前情况下，玻璃期货给了各厂商和贸易
商一个很好的保值手段，价格合适的情况下，在玻璃
期货上进行库存的套期保值有机会锁定部分价格风
险。此外，临近交割月的期货也是很好的销售渠道，
可以给库存压力较大的企业提供一个销售契机。”

“在市场出现下行危机的情况下，计算好产品基
差，合理地运用期货进行保值是非常科学的方式，但
前提是一定要做好基差管理，或者说做好备货打算，
期货及现货合并计算，不能只看盘面亏损或者盘面
利润。”霍东凯强调说。

庞溥军表示，去年疫情期间部分玻璃企业利用
期货工具，一方面在期货市场上卖出库存积压的玻
璃，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库存压力；另一方面利用期货
做了纯碱库存的套保，对冲了纯碱价格大幅下跌的
风险。“当前玻璃企业的主要风险点在于库存的管
理，企业可以对库存进行套保，也就是卖出玻璃期货
来‘去产品库存’，通过买入纯碱期货来‘增原料库
存’，以此来管理库存，抵销现货价格波动带来的经
营损失，为企业的正常经营保驾护航。”

（本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