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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回回购购利利率率下下调调，，期期指指收收四四连连阳阳
市场对货币政策未来放松有更多预期，中线继续看涨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丹） 上周五降息和25日正
回购利率下调，使得股指期货
收出了四连阳。而随着股指期
货的上涨，投资者的持仓数也
出现了增长。在业内人士看来，
市场对货币政策未来放松有更
多预期，中线继续看涨。前期多
单者可继续持有，空仓者可逢
调整介入多单。

这几天不管是A股还是股
指期货都红彤彤一片。继突如
其来的降息引爆市场之后，25

日正回购利率的下调再给市场
带来意料之中的惊喜。

受正回购利率下调的利好
刺激，25日，沪深300现指跳空高
开，随后在个股全线飘红带动下
继续强势拉升，收盘报2685 . 56

点，较上一交易日上涨36 . 30点；
IF1412以2680点跳空高开，日内单
边上行，收盘报2724 . 4点，较上一

交易日结算价大涨50 . 8点，成交
1024900手，持仓增仓3865手至
179733手。

中州期货研发管理中心的
研究员路天章认为，央行下调
正回购利率引发市场对于未来
宽松政策更多的预期，使得25

日股指延续升势，权重板块持
续发力，日线连收四根阳线。

在路天章看来，央行降低
正回购利率配合贷款基础利率
的下调，意在使得降息的效果
最大化，未来宽松政策仍有可
能继续出台。当前市场整体向
上的趋势依然完好，新股申购
资金冻结高峰亦未能撼动涨
势，近期有望继续维持强势格
局，中期继续看涨。操作上，前
期多单可继续持有，空仓者逢
调整介入多单。

而一家证券公司的理财顾
问则认为，此次意外降息导致

的逼空行情差不多了，短期股
指期货的上涨空间应该比较有
限，投资者可关注短期是否有
新的利好出现。中线继续看多
股指期货行情。

这位理财人士还介绍，虽

然最近股指期货的行情不错，
不过赚钱的投资者不是很多，
投资者在做交易时还是要谨慎
对待，判断好方向。即使判断正
确了，也不要在顶峰上做多或
做空，不然也会赔钱。

空空单单大大减减仓仓，，棉棉花花一一天天反反弹弹550000点点
业内认为棉花期货反弹非反转，短期内可能震荡反弹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娜） 25日，棉花期货出现
大幅反弹，棉花主力1505合约
价格止跌反弹，收于12770元/

吨，上涨295元/吨，持仓量减
少74992手至52 . 48万手。周一
大跌周二大涨，棉花期货让不
少投资者直呼惊险。虽然是一
次大反弹，但是多数分析人士
认为，棉花期货仍然属于反弹
而非反转，短期仍有反弹的可
能。

“太幸运了，上午10点多刚
把空单平掉，11点棉花就蹿高
上去了。”投资者贺先生说，他
短线做空棉花期货1501大约有

一个周了，25日上午平仓赚了
一笔，若是继续持有空仓，恐怕
利润得缩水一半，他称自己“躲
过一劫”。棉花1501合约价格开
盘12600元/吨，最终收于12945

元/吨，持仓量减少14440手至
30 . 53万手。

25日，棉花期货主力1505

小幅低开，在12320-12400区间
反复震荡洗盘，空单大幅减仓
7万多手，瞬间反弹500多个点
至12860一线。周一大跌，周二
大涨，这种走势让不少投资者
直呼惊险。而在期货界分析人
士看来，更多的是一次反弹而
不是反转。“虽然棉花此次反

弹表现得十分强势，但还不能
说是反转，只是反弹而已。不
过，棉花反弹行情现在来看，
应该还没有结束，上方还有反
弹空间。”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棉花1505合约需要关注
12900位置的压力，如果行情
站上此位置，反弹空间可能再
度打开。

“棉花空头是一个大的趋
势，本月的11号，我们开始推荐
空棉花，到24日，赚800多个点，
即使到周二的这次大涨，还是
有500多点的赚头。”东兴期货
烟台营业部资深分析师顾仁辉
说。对于接下来的操作，他建议

投资者先观望为主，如果想做
的话可以短空，波段来做，如果
把握不好的话，建议先观望为
主。

有分析认为，棉花1501临
近交割，持仓量仍旧较大，很有
可能是多头故意为之。中州期
货研发管理中心的研究员张玉
峰分析说，1501一度接近前期
低点，反弹有合理性。虽然都不
看好棉花现货，但是毕竟现货
价格较期货升水1000元左右，
国内走势明显弱于美盘。“棉花
主力合约仍旧很强势，可能会
延续反弹走势，做空要谨慎，还
是观望为佳。”

烟烟台台股股红红飘飘飘飘，，中中际际装装备备涨涨停停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娜） 25日，大盘继续上扬，
沪指上涨 1 . 3 7 % ，深成指涨
1 . 35%，均创下新高。烟台本地
股表现优异，仅有三只股票微
跌。中际装备受益工业板块涨
停，而恒邦股份也大涨8 . 27%，
隆基机械上涨5 . 86%。

25日，沪指低开高走持续
上行，突破24日高点，再创新
高 。截 至 收 盘 时 ，沪 指 报

2567 . 60点涨1 . 37%，成交2821 . 69

亿元；深成指报8 6 9 3 . 4 3点涨
1 . 35%，成交2496 . 72亿元。板块
方面，有色金属、港口水运等板
块涨幅居前。个股方面，两市共
有近50只个股涨停；无股票跌
停。

“其实咱们烟台本地股，可
是不孬，中际装备今天涨停就
不说了，恒邦股份、泰和新材、
杰瑞股份都是好股票。我千挑

万挑的自选池，还没有烟台这
些股票好。”股民乔先生觉得牛
市来了，自己换来换去地折腾
却没赚着钱，打算潜心研究一
下本地股。

中际装备25日涨停，业内
认为是受热点板块影响。仿佛
一夜之间，“工业4 . 0”红遍了大
江南北，而“工业4 . 0”概念股在
25日大放异彩。包括本地上市
公司中际装备在内，A股上市

公司中，华中数控、沈阳机床、
京山轻机、海得控制、蓝英装备
表现抢眼，都直接或间接受益
于“工业4 . 0”。

烟台一家证券公司分析人
士刘先生认为，现在大盘已经
冲破前期压制，牛市启动，大消
费、改革板块、国家政策扶持板
块，可以更加大胆地操作，不过
短期内还是要注意近期可能出
现的调整，不要盲目追高个股。

财富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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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期货创新低

未来仍将弱势运行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
娜） 25日，铁矿期货再创新低，主
力合约1505低开低走，收于466元/

吨，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 . 10%。四大
矿山增产、市场需求依旧疲软，业
内认为，铁矿石长线仍将弱势运
行。

从相关行业动态来看，芝加
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在其官网上宣
布，将于今年12月8日推出58%品位
铁矿石、低氧化铝、CFR中国期货
合约交易及清算服务。

国产铁矿石现货方面，华南
地区铁精粉市场弱势运行，市场
成交清淡。

烟台一家期货公司分析人士
称，从目前的市场情形看，国内房
地产行业还是一个向下的行情。
未来长期时间内，铁矿石市场应
该不会呈现牛市特征。今年铁矿
石价格下跌与国内宏观经济下行
的因素有关，另外更重要的原因
在于四大矿山的增产，不得不关
注的是明年四大矿山的增量将更
大。现在钢厂分化越来越严重，钢
铁行业面临着去产能的过程。

该人士称，目前铁矿主力1505

处于5日均线以下，建议铁矿石空
单继续持有，不要盲目看多。

新潮实业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
娜 ） 2 5 日 晚 间 ，新 潮 实 业

（600777）发布公告称，因烟台新潮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
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25

日起停牌。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
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
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
牌当日）公告。

目前，烟台A股市场28家上市
公司当中，有5只处于停牌状态。分
别是烟台冰轮、东诚药业、正海磁
材、园城黄金和新潮实业。

A股 增减仓排行榜

（据东方财富通）
本报记者 李娜 整理

当日

中科曙光
合锻股份
宁波精达
华东重机
华中数控

3日

中科曙光
合锻股份
宁波精达
华东重机
东方明珠

5日

中科曙光
合锻股份
宁波精达
中纺投资
华东重机

10日

中科曙光
合锻股份
宁波精达
中纺投资
华东重机

当日

远东传动
深康佳A

大康牧业
壹桥苗业
浩物股份

3日

紫鑫药业
荣之联
雏鹰农牧
深康佳A

深华新

5日

紫鑫药业
尤洛卡
苏交科
中发科技
黑芝麻

10日

紫鑫药业
深华新
零七股份
大康牧业
均胜电子

股指期货

增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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