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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苹果期价正从富士高等级果向中高等果的定价转移，新均衡价

格形成。目前，资金已经换月至苹果 1905 期价，期价逼近 2018 年阻

力位 12720 一线，不建议过分追涨等待回调低多机会。若有前期低点

多单可以逢高止盈离场。苹果 1905 合约多头趋势仍在，单边操作推荐

背靠 11000 一线进场短多，入场点向下 80 设置为止损位。

2、苹果1910新挂盘合约价格为7400，截止11月27日期价为7722

相比主力合约苹果 1901 价差较大，推荐做苹果 1905/1910 价差缩小，

进场点位 4700，预期目标位 3500，止损位 4850。推荐指数：3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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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一）1-2 月苹果 1905 先跌后涨

图1：1-2月苹果1905先跌后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1月至 2月 27 日 15:00，苹果 1905 期价 1月月度下跌 3.93%，波动区间 10476-11335，苹果 1905

期价 2月月度上涨 1.03%，波动区间 10810-11474，2 月波动区间上沿靠近该合约 2018 年 11 月、12

月密集成交区高点 11500。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月报

（二）春节效应显著提振苹果价格

图2：春节效应显著提振苹果价格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节前苹果价格偏强，春节期间节日消费拉动显著。春节节前乐观情绪弥漫。

（三）郑商所苹果仓单压力有限

图3：截止2019年2月27日苹果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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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目前，苹果仓单稳步流入，苹果仓单的主要来源地是陕西主产区，库存压力不大。

2019 年 2 月 27 日，苹果期货郑商所注册仓单 509 张，2019 年 2 月末数据同比 18 年 2 月末上涨

509 张即 100%，2019 年 2 月末数据环比 19 年 1 月末下降 5张即 0.97%。

（四）2019 年 1、2 月主要水果价格走势分化

从富士苹果、鸭梨、香蕉这三种主要水果来看，2018 年主要水果价格相比 2017 年同期价格上

涨明显。

2019 年 2 月 22 日，富士苹果批发平均价为 8.03 元/公斤，2019 年 2 月末数据同比 18 年同期上

涨 1.31 元/公斤即 19.49%，2019 年 2 月末数据环比 19 年 1 月末上涨 0.44 元/公斤即 5.79%。

2019 年 2 月 22 日，鸭梨大宗价为 6.9 元/公斤，2019 年 2 月末数据同比 18 年同期上涨 4.5 元/

公斤即 65.21%，2019 年 2 月末数据环比 19 年 1 月末上涨 1元/公斤即 16.94%。

2019 年 2 月 22 日，香蕉批发平均价为 5.62 元/公斤，2019 年 2 月末数据同比 18 年同期上涨

0.25 元/公斤即 4.65%，2019 年 2 月末数据环比 19 年 1 月末下跌 0.01 元/公斤即 0.17%。

图4：红富士苹果和鸭梨长期价格走势一致性较强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月报

图5：鸭梨大宗价快速上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6：香蕉批发价有下跌可能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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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建议

图7：苹果主力合约持仓额持稳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8：苹果5-10价差，继续跌势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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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水果市场普遍销量走低、价格下降。受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销区市场上水果销量都

明显减少，苹果也不例外。大部分水果从年初一开始价格就持续下降，降价幅度相较往年也更大。

苹果 1905 跟随商品市场整体反弹，季节性消费淡季，苹果价格偏高，替代品供应充足且价格低廉，

都施压苹果中、远期价格。

周度级别，苹果 1905，11450 轻仓短空，止损 11800，目标 11000。月度级别，考验苹果 1910，

8600-8700 一带的突破，若未突破，背靠 8600 轻仓尝试短空，止损 8800，目标 8000。推荐指数：4

颗星。

附：苹果年报策略回顾

苹果 1910 新挂盘合约价格为 7400，截止 11 月 27 日期价为 7722 相比主力合约苹果 1901 价差

较大，推荐做苹果 1905/1910 价差缩小，进场点位 4700，预期目标位 3500，止损位 4850。推荐指

数：3颗星。此策略持仓可以继续持有。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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