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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反弹，主要建筑钢材生产

企业螺纹钢库存大幅下行，铁矿石港口库存量创 2018 年 7 月以来

新高

英大证券国内宏观高频周报（20211129-20211205） 2021 年第 44 期

报告概要：

 从下游高频数据来看，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小幅反弹，一、二线城市商品

房成交面积持续上行，三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持续下行。十大城市商品

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反弹。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二、

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持续大幅

下行，一线城市土地成交面积上行，二、三线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大幅下行。

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批发销量均持续小幅上行。南华农产品指数持续回

落。猪、牛、羊肉批发价格均上行。鸡蛋、白条鸡批发价格“一下一上”。

重点监测蔬菜、水果平均批发价双双持续下行。

 从中游高频数据来看，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

纹钢库存大幅下行，唐山高炉开工率下行。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小幅下行、

库存胶着。线材期货结算价大幅反弹，库存大幅下行。据发改委30日公布，

前三季度，全国粗钢产量80589万吨，同比增长2%，增速同比回落2.5个百

分点；钢材产量102035万吨，增长4.6%，回落1个百分点。低产能焦化企业

开工率下行幅度较大，中、高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反弹。各产能焦化企业

库存均持续大幅回落。南华PTA指数、PTA开工率大幅下行，甲醇期货结算

价下行、聚丙烯期货结算价大幅下行。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持续回落，东北

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玻璃期货结算价回落。轻质纯碱、重质纯碱

市场价格大幅下行。纸浆期货结算价“陡峭”上行、库存小幅下行。中国

11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0.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以上，制

造业重回扩张区间。

 从上游高频数据来看，CRB现货指数上行乏力、RJ/CRB商品价格指数下行、

南华工业品指数小幅下行。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结算价、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均大幅下行。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最大降幅。12月3日24

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30元和41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

下调0.34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36元LME有色金属价格、库存均降多升少。

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大幅反弹，铁矿石港口库存

量创2018年7月以来新高。铁矿石期货收盘价、成交额大幅反弹。动力煤期

货收盘价小幅上行，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大幅反弹、秦皇岛煤炭库存量大幅

回落。发改委就建立煤炭生产流通成本调查制度开展调研。与会企业提出，

希望国家通过成本调查，及时了解煤炭生产流通成本变化情况，综合采取

相应措施，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动力煤期货价格大概率维持

区间震荡走势。

 从物流高频数据来看，BDI、BPI、BCI持续大幅上行，BSI和 BHSI持续小

幅上行。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CCFI反弹乏力，美东航线运价上行幅度

较大。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持续反弹，金属矿石和煤炭运价延续上行趋

势。据中物联，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3.6%，较上月回升 0.1个百

分点；中国仓储指数为 54.1%，较上月小幅回落 0.1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

保持在荣枯线以上。

 从金融高频数据来看，美元兑人民币回落。各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小

幅反弹。

风险因素

相关报告

1.英大证券海外宏观一周纵览（20211206）
美国红皮书商业零售销售同比创历史新高，

欧元区 11月经济景气指数小幅回落，日本

11月制造业 PMI创 2018年 2月以来新高

2.英大证券国内宏观高频周报（20211130）
下游一、二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延续上行

趋势，中游热轧卷 板、线材期货结算价大

幅反弹，上游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大幅上

行

3.英大证券 10月宏观月报（20211130）2021
年我国贸易顺差大概率创纪录，宏观经济承

压下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我为主”

4.英大证券海外宏观一周纵览（20211129）
美国 11月Markit制造业 PMI高景气区间反

弹，德国 10月出口价格指数同比创 1975年
2月以来新高，澳大利亚 10月零售销售同比

反弹

5.英大宏观评论（20211129）私营企业生产

依旧承压，4季度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

大概率低于 3季度

6.英大证券国内宏观高频周报（20211123）
南华农产品指数创 2011年 5 月以来新高，

玻璃期货结算价持续反弹，上游 LME 有色

金属价格、库存均降多升少

7.英大宏观评论（20211122）采暖季内动力

煤期货“二次冲高”概率较低，2022年猪肉

CPI大概率总体呈上行走势

8.英大证券海外宏观一周纵览（20211122）
美国 10月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反弹，

欧元区 9月贸易差额下行，日本 9月核心机

械订单同比反弹

9.英大宏观评论（20211119）贸易顺差破纪

录助力人民币汇率保持坚挺，本轮贸易顺差

不是“衰退式”顺差

10.英大证券国内宏观高频周报（20211116）
下游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反

弹，中游各产能焦化企业库存均大幅上行，

上游 LME有色金属价格升多降少、库存降

多升少

宏观研究员：惠祥凤

执业编号：S0990513100001

电话：0755-83007028
E-mail：huixf@ydzq.sgcc.com.cn

联系人：孙健 CFA

电话：0755-25327810



目录

一、 下游......................................................................................................................................................................................4

（一）房地产：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成交面积均大幅下行.........................................................................................4

（二）乘用车：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批发销量均持续反弹....................................................................................................5

（三）价格：南华农产品指数冲高回落，猪、牛、羊肉批发价格均上行................................................................................5

二、中游.............................................................................................................................................................................................6

（一）钢铁：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大幅下行........................................................... 7

（二）化工：南华 PTA指数、PTA开工率大幅下行.................................................................................................................. 8

（三）建材：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持续回落，东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9

（四）造纸：纸浆期货结算价“陡峭”上行、库存小幅下行..................................................................................................10

三、上游...........................................................................................................................................................................................11

（一）原油：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布伦特、WTI原油期货结算价均大幅下行..............................................................11

（二）有色金属：LME有色金属价格、库存均降多升少........................................................................................................ 12

（三）铁矿石：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大幅反弹..............................................................................13

（四）煤炭：动力煤期货收盘价小幅上行，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大幅反弹..............................................................................14

四、物流...........................................................................................................................................................................................15

（一）航运：BDI、BPI、BCI持续大幅上行，BSI和 BHSI持续小幅上行.......................................................................... 15

五、金融...........................................................................................................................................................................................16

（一）外汇和利率：美元兑人民币回落，各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小幅反弹................................................................. 16



图表目录

图 1：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小幅反弹（万平方米）................................................................................................................................................ 4
图 2：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反弹（套；万平方米）..................................................................................................................... 4
图 3：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万平方米）.............................................................................................................................. 5
图 4：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万平方米）.............................................................................................................................. 5
图 5：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销量持续小幅反弹（万辆）......................................................................................................................................... 5
图 6：乘用车市场批发销量持续小幅反弹（万辆）................................................................................................................................................. 5
图 7：南华农产品指数持续回落（点）..................................................................................................................................................................... 6
图 8：猪、牛、羊肉批发价格均上行（元/公斤；元/公斤）................................................................................................................................... 6
图 9：鸡蛋、白条鸡批发价格“一下一上”（元/公斤；元/公斤）....................................................................................................................... 6
图 10：重点监测蔬菜、水果平均批发价双双持续下行（元/公斤）...................................................................................................................... 6
图 11：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元/吨；点）.......................................................................................................................................................... 7
图 12：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大幅下行（万吨）............................................................................................................................... 7
图 13：唐山高炉开工率下行（%）............................................................................................................................................................................ 7
图 14：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小幅下行、库存胶着（元/吨；万吨）...................................................................................................................... 8
图 15：线材期货结算价大幅反弹，库存大幅下行（元/吨；万吨）...................................................................................................................... 8
图 16：低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下行幅度较大（%）................................................................................................................................................ 8
图 17：各产能焦化企业库存均持续大幅回落（万吨）........................................................................................................................................... 8
图 18：南华 PTA指数大幅下行（点）......................................................................................................................................................................9
图 19：PTA开工率大幅下行（%）............................................................................................................................................................................9
图 20：甲醇期货结算价下行、聚丙烯期货结算价大幅下行（元/吨；元/吨）..................................................................................................... 9
图 21：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持续回落（点）............................................................................................................................................................... 9
图 22：东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点）....................................................................................................................................................... 9
图 23：玻璃期货结算价回落（元/吨）.................................................................................................................................................................... 10
图 24：轻质纯碱、重质纯碱市场价格大幅下行（元/吨）.................................................................................................................................... 10
图 25：纸浆期货结算价“陡峭”上行（元/吨）.................................................................................................................................................... 10
图 26：纸浆库存小幅下行（万吨）......................................................................................................................................................................... 10
图 27：CRB现货指数上行乏力、RJ/CRB商品价格指数下行（点）.................................................................................................................. 11
图 28：南华工业品指数小幅下行（点）................................................................................................................................................................. 11
图 29：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行（美元/桶）............................................................................................................................................................ 11
图 30：国内汽油价格上行趋势不变（元/吨）........................................................................................................................................................ 11
图 31：LME铜现货价格回落、库存持续大幅下行（美元/吨；万吨）...............................................................................................................12
图 32：LME铝现货价格反弹、库存持续下行（美元/吨；万吨）.......................................................................................................................12
图 33：LME锌现货价格小幅下行、库存大幅下行（美元/吨；万吨）...............................................................................................................12
图 34：LME铅现货价格、库存下行双双下行（美元/吨；万吨）.......................................................................................................................12
图 35：LME锡现货价格下行，库存持续“陡峭”上行（美元/吨；万吨）.......................................................................................................13
图 36：LME镍现价格小幅上行，库存持续下行（美元/吨；万吨）...................................................................................................................13
图 37：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大幅反弹（点；元/吨）................................................................................................ 13
图 38：铁矿石港口库存量创 2018年 7月以来新高（万吨）............................................................................................................................... 13
图 39：铁矿石期货收盘价、成交额大幅反弹（元/吨；亿元）............................................................................................................................ 14
图 40：动力煤期货收盘价小幅上行（元/吨；万吨）............................................................................................................................................ 14
图 41：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大幅反弹（美元/吨）.................................................................................................................................................... 14
图 42：BDI、BPI、BCI持续大幅上行，BSI和 BHSI持续小幅上行（点）...................................................................................................... 15
图 43：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CCFI反弹乏力（点）...................................................................................................................................... 16
图 44：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持续反弹（点）..................................................................................................................................................... 16
图 45：美元兑人民币回落（美元/人民币）............................................................................................................................................................ 16
图 46：各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小幅反弹（%）.............................................................................................................................................. 16



一、下游

从下游高频数据来看，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小幅反弹，一、二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持续

上行，三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持续下行。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反弹。100

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100大中

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一线城市土地成交面积上行，二、三线城市土地成交面

积大幅下行。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批发销量均持续小幅上行。南华农产品指数持续回落。

猪、牛、羊肉批发价格均上行。鸡蛋、白条鸡批发价格“一下一上”。重点监测蔬菜、水

果平均批发价双双持续下行。

（一）房地产：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成交面积均大幅下行

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小幅反弹，一、二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持续上行，三线城市商品房

成交面积持续下行。12月5日当周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为323.54万平方米，环比上行

3.53万平方米，同比下行100.91万平方米。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分别为96.99、

178.88和47.66万平方米，环比分别上行6.03万平方米、13.81万平方米和-16.31万平方米，同

比分别上行2.44万平方米、-25.93万平方米和-77.41万平方米。

图 1：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小幅反弹（万平方米） 图 2：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反弹（套；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反弹。12月5日当周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为18096

套，环比上行663套，同比下行1695套。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为202.39万平方米，环比

上行10.47万平方米，同比下行22.99万平方米。

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12

月5日当周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为374.85万平方米，环比下行2117.87万平方米，同比

下行3477.10万平方米。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面积分别为24.99、285.08和64.78万

平方米，环比分别上行-63.46万平方米、-788.81万平方米和-1265.6万平方米，同比分别上行

-23.31万平方米、-857.37万平方米和-2596.42万平方米。



图 3：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万平方米） 图 4：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一线城市土地成交面积上行，二、三线城市土地

成交面积大幅下行。12月5日当周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为621.86万平方米，环比下行

839.96万平方米，同比下行2268.16万平方米。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分别为

376.8、158.59和86.47万平方米，环比分别上行305.55万平方米、-502.27万平方米和-643.24

万平方米，同比分别上行241.71万平方米、-829.89万平方米和-1679.98万平方米。

（二）乘用车：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批发销量均持续反弹

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批发销量均持续小幅上行。11月21日当周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销量

为4.92万辆，环比上行0.29万辆，同比上行1.41万辆。乘用车市场日均批发销量为6.3万辆，

环比上行1.12万辆，同比上行2.27万辆。

图 5：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销量持续小幅反弹（万辆） 图 6：乘用车市场批发销量持续小幅反弹（万辆）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三）价格：南华农产品指数冲高回落，猪、牛、羊肉批发价格均上行

南华农产品指数持续回落。12月3日当周南华农产品指数为1013.27点，环比下行1.32%，同

比上行21.13%。



图 7：南华农产品指数持续回落（点） 图 8：猪、牛、羊肉批发价格均上行（元/公斤；元/公斤）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猪、牛、羊肉批发价格均上行。12月3日当周猪肉批发价格为24.75元/公斤，环比上行0.24%，

同比下行40.78%。牛肉批发价格为77.85元/公斤，环比上行0.45%，同比上行2.27%。羊肉批

发价格为71.91元/公斤，环比上行1.50%，同比上行2.17%。

鸡蛋、白条鸡批发价格“一下一上”。12月3日当周鸡蛋批发价格为10.29元/公斤，环比下

行0.68%，同比上行34.51%。白条鸡批发价格为17.15元/公斤，环比上行2.33%，同比上行3.94%。

图 9：鸡蛋、白条鸡批发价格“一下一上”（元/公斤；元/公斤） 图 10：重点监测蔬菜、水果平均批发价双双持续下行（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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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监测蔬菜、水果平均批发价双双持续下行。12月3日当周28种重点监测蔬菜平均批发价

格为5.5元/公斤，环比下行2.83%，同比上行17.52%。7种重点监测水果平均批发价格为6.1

元/公斤，环比下行0.97%，同比上行3.74%。

二、中游

从中游高频数据来看，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大幅下

行，唐山高炉开工率下行。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小幅下行、库存胶着。线材期货结算价大

幅反弹，库存大幅下行。据发改委30日公布，前三季度，全国粗钢产量80589万吨，同比增

长2%，增速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钢材产量102035万吨，增长4.6%，回落1个百分点。低

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下行幅度较大，中、高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反弹。各产能焦化企业库

存均持续大幅回落。南华PTA指数、PTA开工率大幅下行，甲醇期货结算价下行、聚丙烯期



货结算价大幅下行。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持续回落，东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玻璃

期货结算价回落。轻质纯碱、重质纯碱市场价格大幅下行。纸浆期货结算价“陡峭”上行、

库存小幅下行。中国11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0.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以上，

制造业重回扩张区间。

（一）钢铁：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大幅下行

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大幅下行，唐山高炉开工率下

行。12月3日当周螺纹钢期货结算价为4331元/吨，环比上行3.51%，同比上行11.59%。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为178.66点，环比上行0.06%，同比上行17.30%。螺纹钢库存为413.67万吨，

环比下行6.57%，同比下行8.16%。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为228.66万吨，环比

下行13.70%，同比下行2.05%。高炉开工率为47.79%，环比下行0.41个百分点，同比下行19.48

个百分点。唐山钢厂高炉开工率为46.03%，环比下行0.80个百分点，同比下行26.99个百分

点。

图 11：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元/吨；点）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图 12：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大幅下行（万吨） 图 13：唐山高炉开工率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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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小幅下行、库存胶着。线材期货结算价大幅反弹，库存大幅下行。12

月3日当周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为4555元/吨，环比下行0.37%，同比上行7.30%。热轧卷板



库存为237.09万吨，环比下行0.09%，同比上行1.53%。线材期货结算价为4836元/吨，环比

上行4.09%，同比上行13.04%。线材库存为121.12万吨，环比下行6.90%，同比上行30.40%。

图 14：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小幅下行、库存胶着（元/吨；万吨） 图 15：线材期货结算价大幅反弹，库存大幅下行（元/吨；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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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下行幅度较大，中、高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反弹。各产能焦化企业

库存均持续大幅回落。12月3日当周产能小于100万吨、产能在100-200万吨和产能大于200

万吨的焦化企业开工率分别为34.27%、56.7%和65.95%。环比增减分别上行-1.84、2.33和0.92

个百分点，同比增减分别上行-28.97、-18.59和-21.42个百分点。产能小于100万吨、产能在

100-200万吨和产能大于200万吨的焦化企业焦炭总库存分别为9.29、10.04和40.79万吨。环

比分别上行-5.78%、-19.81%和-19.26%，同比分别上行60.45%、111.37%和147.81%。

图 16：低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下行幅度较大（%） 图 17：各产能焦化企业库存均持续大幅回落（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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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工：南华 PTA指数、PTA开工率大幅下行

南华PTA指数、PTA开工率大幅下行，甲醇期货结算价下行、聚丙烯期货结算价大幅下行。

12月3日当周南华PTA指数为432.06点，环比下行7.08%，同比上行18.62%。PTA开工率为

76.97%，环比下行4.38个百分点，同比下行12.77个百分点。甲醇期货结算价为2618元/吨，

环比下行2.82%，同比上行16.82%。聚丙烯期货结算价为7898元/吨，环比下行4.36%，同比

下行6.48%。



图 18：南华 PTA指数大幅下行（点） 图 19：PTA开工率大幅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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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甲醇期货结算价下行、聚丙烯期货结算价大幅下行（元/吨；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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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材：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持续回落，东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

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持续回落，东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12月3日当周全国水泥价格

指数为198.97点，环比下行1.87%，同比上行28.38%。分地区看，东北、华北、华东、西北、

西南和中南的水泥价格指数分别收于175.96、183.17、203.5、175.69、194和217.94点，环比

分别上行-8.71%、-0.29%、-1.36%、-0.09%、-1.12%和-2.71%，同比分别上行38.42%、28.46%、

22.98%、26.37%、50.22%和30.82%。

图 21：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持续回落（点） 图 22：东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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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期货结算价回落。12月10日当周玻璃期货结算价为1933元/吨，环比下行1.18%，同比

下行3.40%。

图 23：玻璃期货结算价回落（元/吨） 图 24：轻质纯碱、重质纯碱市场价格大幅下行（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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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纯碱、重质纯碱市场价格大幅下行。12月3日当周轻质纯碱市场价为3057元/吨，环比下

行5.74%，同比上行108.81%。重质纯碱市场价为3300元/吨，环比下行8.51%，同比上行

116.96%。

（四）造纸：纸浆期货结算价“陡峭”上行、库存小幅下行

纸浆期货结算价“陡峭”上行、库存小幅下行。12月3日当周纸浆期货结算价为5900元/吨，

环比上行10.40%，同比上行20.51%。纸浆库存为43.15万吨，环比下行0.98%，同比上行

279.03%。

图 25：纸浆期货结算价“陡峭”上行（元/吨） 图 26：纸浆库存小幅下行（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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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游

从上游高频数据来看，CRB现货指数上行乏力、RJ/CRB商品价格指数下行、南华工业品指数

小幅下行。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结算价、WTI原油期货结算价均大幅下行。国

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最大降幅。12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30元和

41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下调0.34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36元LME有色金属价格、库存

均降多升少。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大幅反弹，铁矿石港口库存量

创2018年7月以来新高。铁矿石期货收盘价、成交额大幅反弹。动力煤期货收盘价小幅上行，

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大幅反弹、秦皇岛煤炭库存量大幅回落。发改委就建立煤炭生产流通成

本调查制度开展调研。与会企业提出，希望国家通过成本调查，及时了解煤炭生产流通成

本变化情况，综合采取相应措施，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动力煤期货价格大概

率维持区间震荡走势。

CRB现货指数上行乏力、RJ/CRB商品价格指数下行、南华工业品指数小幅下行。12月3日

当周CRB现货指数为568.79点，环比不变，同比上行33.12%。RJ/CRB商品价格指数为220.64

点，环比下行2.69%，同比上行38.02%。南华工业品指数为3060.1点，环比下行0.99%，同

比上行25.11%。

图 27：CRB现货指数上行乏力、RJ/CRB商品价格指数下行（点） 图 28：南华工业品指数小幅下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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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油：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布伦特、WTI原油期货结算价均大幅下行

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结算价、WTI原油期货结算价均大幅下行。12月3日当

周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为71.61美元/桶，环比下行5.89%，同比上行48.11%。WTI原油期货

结算价为66.26美元/桶，环比下行2.77%，同比上行43.23%。布伦特原油结算价为71.79美元

/桶，环比下行4.02%，同比上行45.80%。

图 29：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行（美元/桶） 图 30：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最大降幅（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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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当周93#、97#和0#分别收于9946、10518和8456元/吨，环比分别上行-0.81%、-0.88%

和-0.83%，同比分别上行37.58%、37.51%和42.12%，较前值变化-0.61、-0.49和-0.62个百分

点。

（二）有色金属：LME有色金属价格、库存均降多升少

LME铜现货价格回落、库存持续大幅下行。12月3日当周LME铜现货结算价为9513美元/吨，

环比下行1.21%，同比上行22.88%。LME铜全球库存为7.84万吨，环比下行6.50%，同比下

行47.65%。

图 31：LME铜现货价格回落、库存持续大幅下行（美元/吨；万

吨）

图 32：LME铝现货价格反弹、库存持续下行（美元/吨；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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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铝现货价格反弹、库存持续下行。12月3日当周LME铝现货结算价为2648美元/吨，环

比上行1.13%，同比上行30.60%。LME铝全球库存为88.28万吨，环比下行3.61%，同比下行

34.77%。

LME锌现货价格小幅下行、库存大幅下行。12月3日当周LME锌现货结算价为3324美元/吨，

环比下行0.21%，同比上行20.94%。LME锌全球库存为15.34万吨，环比下行6.08%，同比下

行30.08%。

图 33：LME锌现货价格小幅下行、库存大幅下行（美元/吨；

万吨）

图 34：LME铅现货价格、库存下行双双下行（美元/吨；万吨）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LME铅现货价格、库存下行双双下行。12月3日当周LME铅现货结算价为2231美元/吨，环

比下行2.83%，同比上行10.09%。LME铅全球库存为5.59万吨，环比下行2.53%，同比下行

49.74%。

LME锡现货价格下行，库存持续“陡峭”上行。12月3日当周LME锡现货结算价为40200美

元/吨，环比下行0.19%，同比上行110.91%。LME锡全球库存为0.14万吨，环比上行17.07%，

同比下行59.72%。

图 35：LME锡现货价格下行，库存持续“陡峭”上行（美元/吨；万

吨）

图 36：LME镍现价格小幅上行，库存持续下行（美元/吨；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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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镍现价格小幅上行，库存持续下行。12月3日当周LME镍现货结算价为20290美元/吨，

环比上行0.27%，同比上行26.65%。LME镍全球库存为11.26万吨，环比下行2.47%，同比下

行53.58%。

（三）铁矿石：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大幅反弹

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大幅反弹，铁矿石港口库存量小幅上行。12

月3日当周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CIOPI）为367.81点，环比上行2.67%，同比下行25.80%。

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为681.78元/吨，环比上行2.95%，同比下行26.11%。12月2日当周国

内铁矿石港口库存量为15456万吨，环比上行1.34%，同比上行21.20%。

图 37：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大幅反弹（点；元

/吨）

图 38：铁矿石港口库存量创 2018年 7月以来新高（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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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期货收盘价、成交额大幅反弹。12月3日当周铁矿石期货收盘价为612.5元/吨，环比

上行6.43%，同比下行36.99%。铁矿石期货成交额为905.53亿元，环比上行19.31%，同比下

行39.62%。

图 39：铁矿石期货收盘价、成交额大幅反弹（元/吨；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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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煤炭：动力煤期货收盘价小幅上行，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大幅反弹

动力煤期货收盘价小幅上行，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大幅反弹、秦皇岛煤炭库存量大幅回落。

12月3日当周鄂尔多斯动力煤坑口价为909元/吨，环比下行0.33%，同比上行121.71%。12月

3日当周动力煤期货收盘价为853.6元/吨，环比上行1.52%，同比上行22.54%。澳大利亚纽卡

斯尔-中国舟山FDI煤炭价格为17.77美元/吨，环比上行5.78%，同比上行70.60%。澳大利亚

海波因特-中国舟山FDI煤炭价格为17.24美元/吨，环比上行8.29%，同比上行54.48%。秦皇

岛港煤炭库存量为530万吨，环比下行5.69%，同比上行4.54%。

图 40：动力煤期货收盘价小幅上行（元/吨；万吨） 图 41：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大幅反弹（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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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流

从物流高频数据来看，BDI、BPI、BCI持续大幅上行，BSI和BHSI持续小幅上行。中国出口

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反弹乏力，美东航线运价上行幅度较大。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持续

反弹，金属矿石和煤炭运价延续上行趋势。据中物联，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3.6%，

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中国仓储指数为54.1%，较上月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连续四个

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

（一）航运：BDI、BPI、BCI持续大幅上行，BSI和 BHSI持续小幅上行

BDI、BPI、BCI持续大幅上行，BSI和BHSI持续小幅上行。12月3日当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

数BDI、巴拿马型运费指数BPI、好望角型运费指数BCI、超级大灵便型运费指数BSI和小灵

便型运费指数BHSI分别收于3171、3128、4594、2431和1559点，环比分别上行14.6%、19.34%、

17.61%、4.97%和1.3%，同比分别上行164.91%、135.01%、202.24%、140.45%和134.79%。

图 42：BDI、BPI、BCI持续大幅上行，BSI和 BHSI持续小幅上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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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反弹乏力，美东航线运价上行幅度较大。12月3日当周中国

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为3199.03点，环比下行0.03%，同比上行166.87%。美东、美西和

欧洲航线运价指数分别收于2513.66、2340.73和5121.53点，环比分别上行2.72%、2.08%和

1.16%，同比分别上行95.90%、100.54%和293.87%。



图 43：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CCFI反弹乏力（点） 图 44：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持续反弹（点）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持续反弹，金属矿石和煤炭运价延续上行趋势。12月3日当周中国沿

海散货运价指数CCBFI为1622.5点，环比上行1.25%，同比上行40.04%。其中，成品油、原

油、金属矿石、煤炭和粮食分别收于1457.62、1541.72、1396.95、1819.9和1853.23点，环比

分别上行0.77%、0、1.31%、1.5%和-0.29%，同比分别上行-0.53%、0、24.85%、51.15%和

94.36%。

五、金融

从金融高频数据来看，美元兑人民币回落。各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小幅反弹。

（一）外汇和利率：美元兑人民币回落，各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小幅反弹

美元兑人民币回落。12月4日当周美元兑人民币为6.37美元/人民币，环比下行2.00%，同比

下行16.00%。

图 45：美元兑人民币回落（美元/人民币） 图 46：各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小幅反弹（%）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各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小幅反弹。12月4日当周1年期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为2.26%，环

比上行0.76BP，同比下行21.45BP。5年期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为2.77%，环比上行2.98BP，

同比下行11.31BP。10年期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为2.87%，环比上行5.00BP，同比下行39.0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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