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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2019 年是决策层得出新判断、宏观环境开启大转折的起始之年，

也是中国政府战略目标、政策理念落实重大变化的初始之年，还是中

国经济跨上新台阶、迈向新阶段的起承转折之年。在这样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中国的金融和商品市场也都体现出新的特点，进入新的大趋

势之中。我们判断，2019 年，将是中国核心资产的价值洼地元年。

从金融市场看，未来相当长时期中，2019 年中国的核心资产都将

会处于相对的价值洼地；自 2019 年起，中国的债市和股市都会进入长

期的牛市趋势之中，人民币也会越来越值钱，形成股、债、汇三个市

场同时大发展的局面。这是同中国发展的宏观大趋势相符的，也是由

中华民族将在伟大复兴之路上迈过关键之坎、旋即加速前进所决定的，

中国将凝聚国力、扛住压力、催生动力、增进实力。基本面强化的宏

观效应必定会在市场层面得到反馈，而金融市场中的股债汇三市，够

非常准确、迅速、强烈地体现这种反馈。

从商品市场看，逻辑与金融市场有些许不同。2019 年，中国经济

承压依旧，官定经济增速区间上限低于 2018 年 GDP 初定增速，显示了

经济将相对下行的现实；逆周期调节政策虽有强化，特别是“两会”

政策不乏亮点，但总体上力度仍有所保留。这既与中国政策理念的转

变有关，也与决策层对 2019 年形势可能多变的预估有关。在这样的背

景下，叠加外部不确定性，2019 年商品市场将总体承压，但各版块、

各品种之间的走势又呈分化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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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中期研究院 2019年年报《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配置中国核心资产进行时》（以下简称

“年报”）中，已经对 2019年的宏观形势、资产配置、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各品种分别进行了详细

分析。在年报基础上，中期研究院进一步推出本专题报告，全面把握中国发展脉络，侧重从市场和

品种角度，分析 2019年的宏观背景，统合串联各板块品种分析，从宏观到市场，从板块到品种，由

外至内、自上而下，剥丝抽茧、丝丝入扣，总览中国经济和资产配置的未来走向和投资逻辑。

一、宏观背景的重大变化：2019年是新判断、大转折的初始

从侧重市场的角度来看，2018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经济工作会议”）中的

两个表述，包含了 2019年及未来较长时期宏观环境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个是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中央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判断。因为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判断，而不是有

条件的判断。这意味着，无论世界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的状态

都不会改变。再具体点讲，这意味着，要么，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极端情况，哪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打

起来，都不会打断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要么，就是中央有绝对的把握，不会发生极端情况。究竟是

哪一种情况无从判断。但不妨碍我们基于这个重要判断，得出相应的推论。回忆一下，在过去，中

央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态度是什么？十六大报告使用了“必须紧紧抓住”这样的表述，相对于经济工

作会议的表述，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过去中央对“战略机遇期”是一种紧迫的、忧虑的态度，

而当前，中央更多是一种从容的、自信的态度。这有什么意义？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如果

说过去在一种“与时间赛跑”的状态下，我们为了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不得不采取更加激进的、片

面的、有缺陷的政策导向，来确保有限时间内最重要的目标达成；那么，当前在一种“时与势都站在

我们这边”的状态下，我们可以采用更加温和的、全面的、周到的政策导向，去实现整体的、均衡的

和合理的发展。而这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将会产生的，巨大的、积极有利影响，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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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中美关系在 2018年之后，可以确认，已经进入了新一轮调整的时期。需

要注意的关键背景是，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历次调整中，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实力

最为接近的一次；也是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实力处于同等层次，而不是美国高我们低这样不同层次的

一次，特别是 2008年以来，中国实力相对上升、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速度在加快、趋势更明显。这

就使得，一方面，世界的领跑者——美国，会对我们更加警惕；并且，对我们的态度已经从认为我

们至少是潜在的合作者，转变为了更多是当做直接的对手，这是守成霸权对新兴大国的固有思维，

不可能消除，也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我们并无意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也不追求摧毁现有世界

政治经济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框架。但是，我们有更多的获取更加符合我们国家实力和地位的、合

理的、利益诉求。其次，我们要认识到，今年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的 70周年。在这 70年里，我们

通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无数中华儿女的鲜血和汗水，把我们的祖国，从一个落后的、一穷二白的

状态，建设到了今天这样具有强大的、位居世界前列的物质基础的状态。那么，与物质基础相对应

的，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不是也应该随之而更加强大呢？这是非常应当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里，

精神世界强大，最核心的，就是自信。当前中央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彰显了从容和自信。既然中

央都有这样的自信，客观上我们又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物质基础，那么我们市场、我们市场参与者，

显然也应该对于我们祖国能够越来越好更有自信。

二、从宏观到金融：未来相当长时期中，2019年都是中国核心资产的

价值洼地之年

基于上文宏观背景变化的分析，从长期的视角考虑，中国未来的发展会获得更高的地位、适配

更多的利益（主要是中美之间，但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相应地，中国核心资产当前正处于相对的

价值大洼地之中。因此，2019年很可能是未来中国核心资产大增值的一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

2019年金融市场的投资机会和逻辑，都可以优先秉持牛市思维。

（一）国债市场：将进入长期牛市的趋势之中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在上升，我国国债对全世界的吸引力也将不断上升。特别地，随着中

美实力对比的不断拉近，中国国债的地位与美国国债地位也会不断的靠近。大家想一想，现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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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状况和我国中央政府债务状况的对比如何？美国的外债情况和中国的外债情况如

何？显然，都是中国明显更优。但是为什么几乎全世界都认为美债是全安全的资产之一，都会更加

倾向于选择美债呢？主要就是因为对美国的信用和实力的认可和信任。我们中国以及中国的国债，

在现阶段，以及，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都不可能达到美债当今的地位。但是，中国国债成为

继美债之后，最能够被投资者认可和信任的安全资产，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并且这一天，在可预

见的将来会到来，这个概率是相当大的。如果以这样的趋势来看，中国的国债市场，现货也好、期

货也好，是不是应该是一个长牛的格局？

（二）股票市场：也将进入长期牛市的趋势之中

主要逻辑除了我们国家将发展的越来越好之外，还在于我们政策导向和政策目标转变。前文已

述，由于对战略机遇期判断的不同，我们将会采取更加温和、全面和周到的政策导向，由此产生的

效果，会浸润到各领域、各市场。从股市看，中国的股市为什么会令人诟病？除了股市本身的问题

之外，实体经济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根源之一。股市之所以不够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好的、高质量

的上市公司太少。不是不够，而是太少。从而股市就类似无源之水，怎么都难以好起来。而好的上

市公司太少，跟实体经济过往的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过去，实体经济困难多、获利少、存在能够

更轻松获得更大收益的其他领域，此时我们如何能够期望实体经济能够沉得住、做的好呢？这种局

面的形成，与我们之前的政策导向是不无关系的。但现在已经不同，我们的政策导向开始更加注重

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虽然彻底扭转尚需时日，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实体经

济的繁荣一定会到来。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有更多好的上市公司出现，股市的投资价值随之提升，

长期牛市也将水到渠成。

（三）汇率：人民币会越来越值钱

一方面，长期看，人民币相对美元会升值。这个逻辑很清晰，就是中美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

最终一定会反映在两国的货币上，形成人民币趋强、美元趋弱的结果。另一方面，现在除了美元，

只有欧元、日元等极少数货币可以算世界性货币。随着美元霸权的逐渐衰弱，大量的真空会出现；

而欧洲、日本等国不见得比美国境况更好，因此已有的其他世界性货币显然不足以填补这些空隙，

再出现一种世界性货币具有客观必要性。那么，哪种货币最有希望呢？就货币背后的实力而论，当

然应该是人民币。即使抛开世界性货币地位不提，回到区域性货币的层次，亚洲有没有统一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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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诉求？无疑不仅有，而且很强烈。那么亚洲若出现区域性货币，人民币在其中占据的地位一

定是最主要的，甚至有可能独占。所以，在汇市方面，我们在年报资产配置中，非美货币首推日元，

是结合了量化、品种等其他方面逻辑，在一年的配置期内得出的结果。但长期来看，人民币才是未

来最有潜力和价值的货币。相应地，人民币资产也会是未来最具投资潜力和价值的资产。这也对应

了前面提到的中国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

（四）2019年开年后，金融市场显“牛”

1.股市强劲

从 2019年春节前后的情况来看，中美贸易谈判在 2018年 G20峰会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持

续向乐观前景发展，大大降低了市场对外部环境的悲观情绪； 2019年开年货币政策的大动作以及

地方债提前下达部分额度，兑现了一部分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强逆周期调控，提升了市场对政策

托底的预期，市场对国内的悲观情绪开始修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

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大大提升了市场对金融发展的信心。得益于包括这些变化在内的多种因

素，股市在春节后走势强劲，股指期货相关品种也表现亮眼。虽然这一波行情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反

弹”特征多过“大牛市”特征（详见后文分析“关于春季行情”），但是 2019年股市后续的发展依

旧很可能出现金融市场中最值得期待的行情之一。

2.债市抗跌

国债市场来看，2019年春节之后期债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这与市场对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局势

的悲观情绪均有修复、宏观数据出现改善迹象特别是 1月份社融规模暴增、股市出现较强行情吸引

了大量资金进入股市等因素有关。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令期债获得较强支撑，因改革初

期将会有资金流入债市规避风险；资金面仍是坚定的利多因素，因为在国家推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会尽力杜绝资金成本的上涨给实体经济带来的伤害，在资金宽松的大环境下，利率将会保持在较低

的水平，债市下方的支撑比较坚挺。因此，后市，期债虽可能仍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势，但下行空

间有限，抗跌性较强，同时经济波动、各种宏观冲击等还会不时给期债带来阶段性上涨行情。

3.汇市逆转

人民币在 2018年末贬值至接近 1美元兑 6.97元人民币（离岸）之后，随着中美贸易问题出现

转折，市场对人民币信心有所恢复；美国经济开始显示弱势，并且走弱信号不断增多、增强，美联

储逐渐改变原来强势鹰派的立场，货币政策基调渐趋鸽派、缓和，致使市场对美元前景看低等，人

http://www.baidu.com/link?url=_RG5SycA2UT4CcQq4gYqDwyRfYym9SoO6yK0kkS-iVJGrFbt66-QEIbDVo6Z4glEshSphunMvdrHRegT_QH0OX8zjN6xyD8NA0vzYjlGMAYtneCuEwZISPAlhm-QQGynnQF5IKW1SV93A_pq53ctV6b_XjxZmQL0ihvohtzuwwgGGVEMvA0NRBLVHbaKT3mKqIO0gvktKoz_OFG2KtrupceKzFSz4l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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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逆转贬值趋势，出现一定程度的走强，在岸价和离岸价一度回升至 1美元兑 6.7

元人民币以上，短短两三个月之前还甚嚣尘上的人民币“破 7”论调几乎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2019年剩余时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依旧主要会受到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将呈双向宽幅波动的走

势，既有向上突破 1美元兑 6.2元人民币点位（中间价）的可能，也有向下击穿 1美元兑 7元人民

币点位（中间价）的微小概率。但总体上，人民币兑美元的运行区间和重心都将较 2018年有所上移。

（五）核心策略分析：关于股市春节行情

预计在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政策托市或有助于往年的春季躁动行情走的更远一些。

但是整体仍然不能改变其“反弹”而非“大牛市”的本质特征。首先总结一下，春季行情的推动力。

1.反弹的核心是资金推动

春节过后资金回流二级市场引发的春季行情具有“季节性”因素。从对过去 19年的统计看，节

后上涨的概率达到 70%以上。元旦前，沪指刚刚创下 2019年的新低，极容易在资金回流的情况下

推高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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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999-2018年春节前 5个交易日、后 5\10个交易日及 2月上证指数涨跌幅

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纵观历史，节前最后一周和节后的 A股行情偏暖概率较大。从资金面看，春节后资金回流二级

市场，充裕的流动性有助于推升指数行情。消息面看，证监会主席换帅、3月即将迎来两会，资本

市场对于政策会有所期待，会进一步提升场外资金回流二级市场的积极性。

第一，1月以来陆股通的北上资金已经陆续入场，进入 2月之后的净流入规模呈现明显放大，2

月合计净流入 575亿元，单日最大净流入 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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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陆股通北上资金情况

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第二，从Wind的统计数据来看，进入 2月以后两市明显呈现净流入，最少净流入 20亿元，最

多则达到 92亿元。其持续性是 2018年以来少有的情况。

图2-2:A股两市资金流入量

数据来源:Wind

资金净流入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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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2.反弹行情的延续力量来自于政策和监管的利多信号不断加强

春节过后来自政策对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声音不断增强。2019年 2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提出了“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

此外，证监会也在春节过后密集出台各类促进资本市场开放、活跃资本市场的相关措施，例如 2月

22日,《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管理人中管理人(MOM)产品指引(征求意见稿)》；2月 26日,据《证券时

报》报道,信托新规中涉及信托公司可以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发行公募信托产品,认购起点 1万元。更

多的针对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仍在路上。在两会前后陆续被媒体曝出，也创造了较乐观的市场氛围。

因此，“春季躁动”行情，而非“大牛市”行情。我们对于春季躁动行情的判断是一个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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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政策行情的结合。但是能在 2019年形成“大牛市”的可能性或许并不高。主要还是由于宏观

经济的基本面以及微观经济体的基本面都没有发生变化。随着连续上涨之后，制约市场的仍然会回

归至基本面走弱，带来的市场估值过高的矛盾。

从 2018年三季报的净利润增速看，全部上市公司增速下滑至 10.5%，预计全年净利润增速降至

个位数，为 9.5%；剔除金融及石化的三季报净利润增速为 13.04%，预计全年的增速在 10.5%，仍处

于净利润下滑周期中。尽管股市中的科技板块涨势喜人，但不少互联网企业仍然处于生存和死亡的

边缘线上。2019年的上半年仍将是“互联网”的冬季。特别在，进入 3~4月之后，会进入年报和一

季报的披露期，业绩阴霾或再度重现。

警惕大股东减持风险：不少公司发布减持公告，其中不乏清仓式减持。未来随着基本面的走弱

和技术面的反弹相背离，会带来更多大股东减持。而随着减持抛压，最终会带来二级市场反弹的空

间被压缩。

2019年的 A股市场整体呈现被压制的情况，但是不乏其中阶段性的行情。我们也比较认可在政

策的刺激下，今年的春季行情或是一个较长的春天，或许在上半年科创板推出的预期下，走出相对

震荡向上的格局，但是想要逐步走出长牛趋势，还需要有宏观经济面、企业经营利润的触底回暖的

预期。因此，我们预计或许真正的底部以及长牛的起点或在 2019年的四季度。

3.一季度行情醒目，二季度能否接续存疑

上半年或维持宽幅震荡，特别是一季度的春季行情引人侧目，但是重点关注 3200的压力位置，

3200上方的套牢盘较重，能否突破需要资金面的大力配合。我们认为二季度或存在一定的基本面走

弱带来的悲观情绪，因此，资金能否在二季度跟上存疑。

3月开启之时，也是一季度最后一个月，3月的中上旬仍旧以乐观情绪为主，预计在两会结束之

前延续反弹的概率较大。但是，随着行情的快速反弹，我们认为追涨的风险在逐步增大。策略上，

在一季度末要以谨慎操作为主，特别是仓位较重的需要逐步减仓。

策略上，除了关注单边策略之外，我们同时建议在 3月中后期逐步关注套利策略中的多 IH空

IC组合。单边策略上，建议重点关注 IF合约。

三、从宏观到商品：2019年商品市场总体承压、趋于分化

由前文分析可知，虽然中美关系再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影响在当下就已开始。对中国

而言，最重要的影响是，由于中美关系再调整的背景是“时与势都站在我们这边”，需要国家调整

姿态、消除隐患、优化配置、聚集资源，会令我们政策的内容和特点产生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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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内容上，应对中美关系再调整需要一个着力点。从现实来看，最终确定为“坚定不移办

好自己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将会着重修炼“内功”，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的强大永远是国际

竞争中最可靠的保障。重点内容就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等七项重点工作。

在政策特点上，我们可以采用更加温和的、全面的、周到的政策导向，去实现整体的、均衡的

和合理的发展，同时兼顾战略领先和战略制高点的争夺。集中体现在三方面：结构性、平衡性和突

出性。其中，结构性是为了调整姿态，平衡性是为了查缺补漏，突出性是为了有制胜之道。

因此，2019年宏观经济将以稳为主，很难出现大幅度的复苏，经济增速会在一定水平上获强力

支撑，但基本不会出现强烈反弹。这样有助于休养生息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加速培育经济增长新动

能，并且可以较好地温养、蓄积经济长期稳定运行所需的能量。从而，2019年的商品市场，整体将

总体承压，主要是需求难以提振。并且，各板块品种之间呈分化状态，尤其是各品种之间的分化情

况更甚。

（一）商品板块逻辑：经济相对下行、政策有所保留，商品整体乏力

1.经济相对下行

年报中提到过，2019年，中国经济一季度会惯性承压，二、三季度可能在政策面的各种支持下，

开始企稳回升；四季度难判断，或略微更好，经济整体走势呈相对平缓的平“√”型。并提到，对

2019年经济增速的判断是：一、二季度实际增长率可能在 6%——6.3%，三、四季度实际增长率可

能回到 6.5%左右；全年将略低于 6.5%，可能在 6.3-6.4%。但是，如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那么经

济增长率可能会更低。

2019年 3月 5日克强总理在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部分印证了我们年报中的观点。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 GDP增长目标是 6%-6.5%，以区间而不是锚定点位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

十分罕见。这说明，一方面，这是政府不再过度执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际表现；另一方面，这也正

说明了 2019年经济增速相对于 2018年降低的概率相当大。

2.政策有所保留

前文已述，2019年开年的政策动态令市场对政策托底的预期提升。从政府工作报告看，财政政

策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预期。主要是财政赤字仅提高了 0.2个百分点，未

达到 3%；地方专项债新增限额 2.15万亿，只到达我们预期的下限，表明财政政策有所保留。这或

将导致今年经济增速的重心偏向官方目标区间的低限，整体经济较 2018年下行的幅度有可能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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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个百分点。

（1）财政政策不乏亮点

具体来说，一方面，今年的财政政策不乏亮点，尤其是减税降费近 2万亿元，这的确是一个力

度远超预期的财政政策。因为不仅仅要看到 2019年新增了 2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还要看到这是

在过去两年已经落地了大量减税降费规模的基础上再次进行的减税减费。2017年减税降费超过 1万

亿元，2018年减税降费约 1.3万亿元，这两年的减税降费，绝大多数不是一时之效，而是只要相关

政策不变，就会年年生效的，保守估计也在 2万亿元之上。也就是说，如果同 2016年相比，那么

2019年的减税降费规模很有可能会接近 4万亿元之巨，差不多占 2016年财政收入 15.95万亿的四分

之一①。

（2）官方赤字率提高幅度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即使有了上述如此规模巨大、远超预期的减税降费，我们依然认为，今年的财政政

策力度不及预期、有所保留。首先要知道的是，一般意义上要衡量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

能仅仅只看某一个方面或某一项政策，而是要综合考虑所有方面之后的最终影响。在理论上，通常

以财政赤字来衡量财政政策的力度，因为按照比较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观点，凡是政府获取的资源，

都是对经济的“漏出”，会起到导致经济收缩的效果（其他条件不变）；凡是政府流出的资源，都

是对经济的“注入”，会起到导致经济扩张的效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最

终影响是扩张还是收缩，主要就是看政府最终是净获取资源还是净流出资源；以及，财政政策的对

经济的扩张效果多大，主要就是看政府最终净流出的资源有多少。显然，由此可知，作为政府净流

出资源之衡量的财政赤字，其规模自然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财政政策的力度②。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虽然 2019年财政政策亮点不少，降税降费规模巨大，但是由于财政赤字

仅较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因而政策力度的总增加量也就仅仅提高了 0.2个百分点，一般来说，这

相应能够提高的经济增速不到 0.2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市场上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政策幻觉，

即只看到具有刺激经济作用的政策出台，忽略了具有收缩经济作用的政策的出台——虽然降税降费

政策让政府获取的资源有了很大规模的减少，但是由于财政赤字增加有限，从而对标资源流出的政

府支出也有很大规模的减少，一放一收，最终的效果并不是单单由一方面甚至一项政策决定的。

① 这里的占比估算并不严谨，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且对说明效果影响不大。因为 2019年减税降费 2万亿元包括了社保缴费的降低，
而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在实施社保基金预算后，并不包括社会保障收入，前者在一般公共预算中核算，后者在社会保障预算中核算。
但按照财政部长刘昆的说法，2万亿元减税降费中，减税占 7成，因此社保缴费降低所占的部分最多不过 6000亿元（肯定达不到），
所以在无法确知社保缴费精确的降低规模的前提下，以 2万亿元粗略估算，是合理可行的。

② 当然，这里假设同单位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影响相同，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相同的，只不过理论分析的时候进行了前提
条件的限制。更详细考虑财政收入、支出效应的学术研究多如牛毛，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持财政赤字代表（或主要代表）财政政策力度的
观点，还有相当多的研究认为财政赤字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财政政策的力度，二者在我们掌握的文献中占多数，故我们有理由同意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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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隐性负债”影响多为过去

此外，还需要分析所谓“隐性负债”的问题。有很多观点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财政赤字并不

是全部的实际财政赤字，而且与实际赤字规模的差距较大。主要理由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

有大量的隐性负债①，增加了政府实际的财政赤字，因为其对应的是政府的财政缺口，构成了对经济

的大量“注入”。对于隐性负债规模，由于缺乏数据，并且没有官方公布的权威统一结果，所以所

有的估算结果都只能是估算结果，可以参考，但价值不高。更重要的是，无论已经存在的隐性负债

究竟是多少，它们的刺激作用大部分发生在 2019年之前。就 2019年而言，过去已经累积下来的隐

性负债，其刺激经济的效应大多发生在以前年度，但在 2019年内还能够发生刺激经济的效应是非常

非常有限的。所以，讨论已有的隐性负债存量，对于 2019年财政政策力度其实并无多大帮助，更有

意义的做法是讨论增量。但是很可惜，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市场各机构，真正对隐性负债增量的靠谱

预测，一个也没有。而无论从近几年来的政策发展方向来看，还是从新近的决策层态度来看，防范

化解政府隐性负债风险早已是中央决意进行之事，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比如地方债置换。因此，

2019年很可能政府隐性负债风险会得到进一步控制，是一个合理可期的结果。

（4）专项债有利基建但不及预期

如此说来，真正可能值得关注的，就是官方不计入赤字，但确实对经济有很大扩张作用的专项

债。所谓专项债，是指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2019年专项债新增发行限额较 2018年增加了 8000亿元，

总额 21500亿元。虽然专项债不计入官方公布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但是从实际来说，完全可以等

价视作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赤字。也就是说，2019年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赤字增加了 8000亿元，为 21500

亿元。在考虑当年的财政政策力度的时候，这一部分当然应该被考虑进去。

那么，仅仅增加考虑专项债等价赤字（即不考虑其他政府隐性负债），粗略计算可知，专项债

等价的财政赤字为 21500亿元，则 2019年总赤字从官方赤字的 27600亿元增加到 49100亿元，按照

27600亿元对应 2.8%的赤字率计算，49100亿元对应的赤字率为约 4.98%②，即 2019年的实际总赤

字率为 4.98%。如果将这个 4.98%跟 2.6%的 2018年官方赤字率相比较，无疑会得出 2019年实际赤

字率较 2018年大增 2个多百分点的结论，这也是市场上较流行的一种观点。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犯

了比较对象不恰当的错误。因为，专项债并非今年新出现的事物，在 2018年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① 严格讲，很多市场上、乃至政府官方所说的政府隐性负债，同理论上所说的政府隐性负债不完全一样。真正的政府隐性负债是指
没有签订合同或明确法律规定，但因为道义问题或者不偿还可能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从而政府不得不担负偿还责任的负债，并不是指没
有被发现的“隐藏”负债。最典型、规模最大的隐性负债就是政府的养老金负债，其他的一般都不重要。之所以隐性负债被误解，或许

与其名称容易令人顾名思义而不求甚解有关。实际上，其英文（Implicit liabilities）被翻译作隐性负债未必准确，但其涵义是学术界公
认的。只不过，既然本报告并非学术报告，那么依照通俗的理解来使用名词，问题不大。

② 官方赤字率的计算并非简单的赤字率=财政赤字/GDP。但是由于无法得知确切的计算方法，估以此公式近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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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要用 2019年实际赤字率去衡量财政政策力度的增加，就应该跟 2018年的实际赤字率比

较，而非同 2018年的官方赤字率相比较。容易计算，计入专项债等价赤字后（13500亿元），2018

年的实际赤字率应为 4.07%。这样 2019年实际赤字率较 2018年实际赤字率提高约 0.9个百分点，

比官方赤字率的提高幅度 0.2个百分点相差 0.7个百分点。从绝对数值看，0.9个百分点的财政赤字

率提高，已然不低。但从实际效果看，2018年的财政政策力度已经被证实不够。并且，专项债已经

成为基建的地方主要预算资金来源，而基建回暖对投资回暖至关重要（详见年报）。0.9个百分点的

财政赤字率提高可能足以维持基建回暖，但要让基建回暖能够撑起整体投资增速，恐怕还力有未逮

（除非消费和净出口能够有足够的回升）。若如此，经济增长自然会受到相应拖累。

3.商品整体乏力

综上，2019年经济相对下行的概率、幅度甚至预期，以及政策有所保留的现实，都会对商品市

场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商品市场各板块可能整体乏力。具体到各板块：

（1）黑色板块：环保政策纠偏，钢焦重心下移

2019年供给侧改革进入收官阶段，环保限产一刀切政策纠偏，钢材与焦炭价格重心将有所下移，

供改步入拐点后对企业盈利友好度下降，钢焦企业高利润亦一去不返。今年淡旺季特征会比较分明，

现货反弹或发生在“金三银四”、“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期货盘面有提前抢跑的可能。因此，

来年单边大方向上以逢高沽空钢材价格为主，但需注意节奏上的变化，不同时点甚至可以参与修复

性反弹行情。策略方面重点可关注“多矿空成材”做空钢厂利润的对冲策略。

（2）能化板块：总体承压，品种间差异较大

第一，2019年能化板块受整体宏观环境转弱影响，需求侧增速明显回落。另外成本端受各方面

因素影响，原油和煤炭价格压力较大。总体而言，能化板块 2019年维持震荡偏弱格局。

第二，能化板块具有如下自身产业链特点：（1）产业链非常长，并且各环节生产工艺复杂尤其

是中上游；（2）化工产业间呈网状联系，化工品间的相互影响较强；（3）化工产业的上、中、下

游市场参与主体性质差异较大，上游基本上国营企业控制，下游基本是民营企业分散经营为主。正

是因为这些特点及化工板块各产品的基本面因素差异，造成能化板块内各品种价格走势差异较大。

总体而言，2019年能化板块终端环节产品偏弱，中上流环节相对较强。

第三，能化产业链在近年来受到国内宏观供给侧改革政策影响较小，各主要品种产能依然处于

急速扩张周期，大部分中上游产业保持较高利润水平。

第四，原油、燃料油和聚烯烃品种总体震荡偏弱；PTA和沥青总体震荡偏强；甲醇、乙二醇、

PVC和橡胶中性区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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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色板块：宏观压力致消费蒙尘，政策托底行情或下半年启动

第一，宏观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使有色金属消费蒙尘，铜铝锌镍 2019年消费总量仍将继续保持增

长，但在高基数之下，增速会出现收窄。铅和锡体量相对较小，且下游过分集中，尤其铅还面临消

费替代的因素，预计 2019年消费量会出现下降。

第二，预期政策托底，不必过分悲观，主要是基建发力将带动有色金属需求。基建投资发力将

对包括铜铝锌镍在内的工业金属品种都将形成利多，但由于基建从资金到落地及对有色金属需求带

动作用显现的时滞性，初步预计要到下半年或者四季度才会有所体现。

第三，电力行业投资企稳，铜铝锌受益： 2019 年电力投资额预计仍有很大的空间，而且民用、

农村电网投资仍有很大的空间，线缆行业的产能集中是行业趋势，预计 2019 年线缆行业开工率还

将提升。SMM 预计 2019 年的电力投资能够拉动来年的消费预期。电力投资的增长，在有色金属

中受提振最大的将是铜，其次是铝和锌。

第四，汽车行业结束高增长，新能源汽车是亮点：新能源汽车作为冉冉升起的新兴行业将逐步

成为未来铜、镍行业的需求重点、但利空锌等金属。

第五，2019年空调行业发展保持谨慎乐观：我们对于空调 2019年行情持谨慎乐观态度，去年

行情难以复制。这意味着给铜带来的提振作用也将较为有限。

（4）农产品板块：中美经贸磋商为最核心逻辑，利空农产品①

第一，中美关系调整过程中，中美经贸磋商虽然渐露曙光，但中美达成协议需双方相向而行。

政策冲击持续存在，利空中国农产品价格。

第二，中国的农产品进口配额若发生重要的、实质性改革，若放开农产品及其替代品的进口配

额管制，利空中国农产品价格，可交易的重点标的为玉米、豆粕。

第三，若 2019年农产品进口量出现较大增长，下游消费维持中性或疲弱（非洲猪瘟持续），按

照供求理论来看农产品的均衡价格存在下移趋势，可交易的重点标的为玉米、豆粕。

第四，若农产品进口增值税、关税调整，中长期利空农产品价格。同农产品品种国内、国际价

差缩小，跨地区套利空间消失，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区间的下沿的想象空间。

（二）商品品种逻辑：品种相对分化，行情此起彼伏

1.黑色：钢焦价格重心大概率下移，但不会太过悲观

① 农产品板块的主逻辑为两条，除中美贸易磋商外，另一条主逻辑是非洲猪瘟。但非洲猪瘟这条逻辑主要是其自身的事件驱动逻辑
发生作用，难以合并至本报告的宏观主逻辑。故本报告不涉及该逻辑的内容，该逻辑将单独形成其独立的专题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16

专题

2019年，长期来讲，钢焦单边大方向上以逢高沽空为主，不过节奏的掌握很重要；对于中短期

的走势，我们相对看好春节后的修复性反弹，第一轮反弹的高点可能出现在 4月中下旬，即是全年

的高点，此时也可关注卖出套保的机会，今年淡旺季特征会比较分明；第二轮反弹或发生在金九银

十的传统旺季，但反弹高点大概率不及第一轮。品种间内部，可尝试介入多螺纹空热卷的对冲套利，

主要在于房地产上的稳中有变，而卷板下游消费基本无亮点。此外，鉴于供给侧改革对企业盈利的

友好度下降，钢焦盈利状况肯定不如去年，今年钢厂利润会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中枢差不

多在 200-600，螺纹长流程不排除阶段性归零的可能，而焦企利润中枢亦会有所下降。所以，一方

面“多矿空成材做空钢厂利润” 可以成为全年的对冲标的，另一方面在二季度末亦可关注“多焦煤

空焦炭做空焦化利润”的机会。

此前供给侧改革比较偏向于行政式的一刀切，这一形式现已被明确否定，2019年我国面临不小

的内外部压力，既要环保治理又要做好民生的保障工作，限产效应对钢焦行业约束力大概率不及往

年， 往年支撑价格的关键因素将有所弱化。供给端政策纠偏之后，市场焦点将更多集中在需求侧，

主要是投资，年报中已有较详细的分析。值得一提的，2019年官方赤字率略有提高，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新增规模增加了 8000亿元，有利于支持基建回暖。预计 2019年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可能温

和反弹至 9%左右，对固定资产投资起到一定托底的作用。因此，终端需求虽然呈现边际弱化，但

走弱幅度不会太大。

总体来讲，2019年钢焦价格趋势向下是大概率事件，但不要去“佛系”地做空，甚至在不同阶

段也可尝试参与修复性反弹，重点可把握三个方面，一、地产调控松动致需求出现预期差，二、大

气污染严重致环保力度阶段性偏紧，三、钢焦利润打至亏损后致主动性的减产。节奏上，全年大部

分时间段钢焦价格将有所承压，不过今年淡旺季特征会比较分明，现货阶段性的反弹可能发生在“金

三银四”、“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期货盘面不排除提前抢跑，因此，做空也需注意节奏上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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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粗钢产能逐渐下降 图3-2：吨钢利润高位回落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3-3：样本焦化厂（分产能）开工率 单位：% 图3-4：样本焦化厂（分地区））开工率 单位：%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2.能化：原油下移拖累成本，能化行情

（1）原油重心下移，拖累燃料油、沥青

原油：大概率宽幅震荡、重心下移

从原油的三大属性：政治属性，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来看，2019年油价在夹缝中推进再平衡，

大概率呈现宽幅震荡，重心下移的走势。政治属性需要重点关注中美贸易问题和伊朗问题。中美贸

易关系改善是油价回暖上涨的重要动因之一。伊朗问题在可预见的上半年应不会激化，重点在下半

年。金融属性主要是指宏观环境和美国股市，今年美国经济、世界经济都大概率走弱，美股也难以

走强，将施压原油类风险资产。商品属性指供需两端对油价的支撑。OPEC与俄罗斯等减产联盟达

成了减产 120万桶/日的目标，为期持续 6个月，但是美国原油的产量已经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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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大原油生产国，而且预计今年还会继续增长。尽管美国制裁伊朗，但却对主要进口伊朗原

油的八个国家进行了为期 180天的豁免，叠加三大机构 EIA、IEA和 OPEC均下调明年原油的需求

预期，使得供需两端对油价的支撑偏弱。但油价在当前的位置，获得页岩油开采成本的支撑，同时

受环保力度的加大，船舶燃油新规范使得品级较低的油品将逐步被淘汰，且美联储鸽派论调使得明

年对加息的预期放缓，这些均对油价构成支撑。

图3-5：世界已探明原油储量 单位：十亿桶，% 图3-6：全球原油供需及其缺口 单位：百万桶/天

资料来源:Wind、BP、中期研究院

图3-7：全球原油库存及其同比 单位：百万桶/天 图3-8：非OPEC国家原油产量 单位：百万桶/天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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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OPEC原油产量与环比 单位：千桶/日,% 图3-10：2018年11月OPEC原油产量分布图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燃料油：成本、需求端均弱，重心下移

2019年燃料油的价格变化或将 60%受其成本端原油价格影响，经过模型测算，燃料油与 SC原

油的相关系数为 0.805；而 40%的变化来源于其自身的供需的影响。从成本端来看，油市将持续推

进再平衡的过程，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制裁伊朗以及新兴市场的波动等地缘政治风险仍是较大的风险

点，原油 2019年或将先扬后抑。从供应端来看，2019年上半年将面临着炼厂装置检修及升级，因

此燃料油的供应将会出现结构性下滑。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后，伊

朗的燃料油出口已经出现明显的下滑。

从需求端来看，需求并不乐观，第一个原因是贸易环境难言乐观，海运相对萧条。已经加征的

关税的真正影响很有可能会在 2019年渐次爆发出来。进一步地，中美贸易问题肯定还会反复，即使

做自己怕猫狗达成互惠互利的具体协议，也不代表事情结束。第二个原因是 IMO组织规定的限硫令

将使得高硫燃料油需求下降。为保护海洋环境，国际海事组织规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船用燃料

的含硫量将从 3.5%降至 0.5%。那么 2019年下半年该政策的影响将开始显现，贸易商及船东将主动

去库存，出货意愿强，燃料油价格或将复制 2018年 12月的行情，一路重挫。

总体而言，燃料油供应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与成本端原油的节奏基本一致，可以肯定的是燃料油

在 2019年重心将下移。考虑到供应的支撑，预计 2019年燃料油的价格区间为 2100 – 3400。

沥青：成本端受拖累、需求端或支撑，宽幅震荡

由于经济增速下行，2019年油价将会表现相对弱势,沥青价格在原油成本端的拖累下，其下跌的

趋势可能也不会被打破。从沥青的需求面来看，在国家出台逆周期基建刺激政策的影响下则可能表

现的相对强势一点，虽然财政政策力度有所保留，但专项债新增规模扩大 8000亿元所带来的基建的

需求增加，依然可能对沥青价格形成较强支撑。因此 2019年，沥青价格或会呈现宽幅震荡的走势，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20

专题

价格区间在 2200-4300。

图3-11：各地区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2）聚烯烃或先升后降，PTA关注下半年行情

聚烯烃：年初或阶段修复，随后重归下降趋势

供给状况分析：预计 2019年无论 PE还是 PP国内外产能都将出现大幅增长，尤其是国内产能

计划投产量，期中最主要是煤化工装置和民营石化炼厂。预计内盘 PE、PP分别有 420万吨和 655

万吨左右新增产能，而外盘分别有 567万吨和 203万吨左右新增产能。这些装置如期投产概率较高，

主要投产节点集中第二和第四季度。预计三、四季度国内聚烯烃供给端压力较大，价格震荡下行概

率较高。产业客户需重点关注下半年价格回落风险。

需求状况分析：2019年宏观经济相对下行，聚烯烃需求形势不容乐观，下游没有明显新亮点，

前期增长动能较大领域也出现明显疲软迹象。2019年需求侧不大可能成为聚烯烃价格的支撑因素，

全年需重点关注汽车和房地产产业对于聚烯烃需求的影响程度。

库存状况分析：2018年至年底库存水平总体不高。预计 2019年库存从 1月初期开始累积，持

续至 5月中旬左右，全年累库量将明显高于 2018年。2018年中期开始的去库周期将主要受下游需

求增速状况和新装置投产进度影响，预期 2019年去库节奏会大幅慢于 2018年节奏，不排除下半年

社会库存水平再次累积的可能性。

价差状况分析：聚烯烃加工价差水平较高，有利于生产企业高负荷生产并主动延期检修计划，

产量自然会维持高位，库存水平预期会在 2019年初期开始累积；LLDPE和 PP内外盘价差都维持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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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有利于外盘货源持续流入，但 PP价差倒挂预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LLDPE和 PP基差都处于

近年来最高水平，预期 2019年初具体阶段修复需求；聚烯烃两个品种的期限结构表明市场预期 2019

价格交易重心持续走低概率较大。

综合来看，2019年初期聚烯烃价格面临阶段修复需求，随后将重新回归下降趋势。需要特别关

注价格反转风险。

图3-12： 国内PE石化企业库存 单位：千吨 图3-13：国内PP石化企业库存 单位：千吨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期研究院

图3-14： LLDPE国内各生产工艺路线利润 图3-15：PP国内各生产工艺路线利润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PTA：上半年压力较大，下半年或迎重大机遇

供需基本面：2019年国内 PTA计划新增产能为新凤鸣 220万吨和四川晟达 100万吨，预计在

四季度投产，有效产能将达到 4794万吨，产能增速 7.1% 。预计 19年国内新增聚酯产能 512万吨，

总产能将达到 5849万吨，产能增速 9.6% 。聚酯环节产能增速依然大幅高于 PTA环节，PTA总体

紧平衡结构将得到维持。上半年预计受宏观经济拖累，终端纺织品服装消费减弱，聚酯产量预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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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相比同期在 5%左右；下半年随宏观经济形势转好，聚酯产量增速可能回归到 10%增速甚至更高，

国内 PTA产能将再次面临不足状况，该产业结构问题只能等待 2020年新 PTA装置产能逐步释放后

才能解决。所以 PTA产业在 2019年下半年依然面临重大机遇。

社会库存：2018年底 PTA社会库存 52万吨左右，总体处于历年最低水平。因 2019年上半年

需求面压力较大，总体库存水平有逐步走高可能性，最高库存将可能超过 160万吨。伴随下半年需

求端逐步改善，PTA供给端在年底前弹性较弱，社会库存水平预计会再次大幅去化，从而 PTA也将

迎来年内最强走势，预计出现在第三季度末至四季度。2019年需重点关注此交易机会。

价差分析：PTA加工价差维持高位有利于新老装置开车出料；PTA内外盘价格依然没有利润继

续阻止外盘货流入；PTA基差结构与期货合约的期限结构都表明 2019年上半年期货市场压力较大，

价格存震荡回落风险。

图3-16：国内PTA供需平衡状况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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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019年国内聚酯计划新增产能（单位：万吨）

装置类型 企业 产能（万吨/年） 计划投产时间

长丝 南通恒科 60 2019年

长丝 嘉兴石化 60 2019年

长丝 新凤鸣 中益 60 2019年 Q2

长丝 嘉兴逸鹏 50 2019年

长丝 恒逸海宁 50 2019年 Q3

长丝 盛虹国望 25 2019年

长丝 江苏恒力 20 2019年

短纤 江南化纤 20 2019年

短纤 华西化纤 10 2019年

短纤 仪征化纤 20 2019年

短纤 福建锦兴 7 2019年

短纤 绿宇环保 20 2019年

瓶片 大连逸盛 60 2019年 Q4

瓶片 海南逸盛 50 2019年 Q3

2019年合计 512

资料来源：中期研究院

（3）甲醇、橡胶维持震荡

甲醇：供需两旺、维持震荡

甲醇-供应方面，国内甲醇供应以中西部地区的煤制甲醇为主，还有少量西南地区的天然气制甲

醇及焦化厂配套的焦炉气制甲醇。随着煤制甲醇及配套下游工艺逐步成熟，甲醇产能产量近些年持

续高增长。传统下游甲醛醋酸等无亮点，需求的增长点主要来自于进口替代、甲醇制烯烃和甲醇用

于燃料。甲醇价格经过 2018年四季度的调整后，已到达相对低位。随着 2019年烯烃装置新增产能

的大量投放，对甲醇的需求将维持高增长；甲醇汽车经过六年试点，已列入工信部推广计划，《关

于开展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已制定完成，西安等地配套基础实施和购车补贴在深入

推进，燃料需求将成为新的亮点。甲醇在 2019年供需两旺，维持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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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国内甲醇产能持续扩张 单位：万吨 图3-18：产能在西部地区集中度高 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Wind、FWNY、中期研究院

表 3.2：2019年计划新增产能

资料来源：隆众石化、金联创、卓创、中期研究院

橡胶：天胶小幅震荡上涨为主

国内供需方面：由于 2018年下半年我国乘用车产销量在近 30年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下降，柴油

重卡的销量也在急剧萎缩，导致下游轮胎工业的开工率在 2018年 11月中下旬后再次下滑，对于橡

胶采购开始紧缩，需求量减少让橡胶市场在投资者眼中几乎看不到希望。与此同时供给上尚未出现

紧缩，未来原材料供应将持续增加。另外原油价格的持续下跌也在很大程度上打压了橡胶价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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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成胶是石油下游产品，相关性很大，合成胶价格与天然橡胶价格也是成正比。当合成胶价格因

为原油下跌而导致下降后，传导而来的价格压力使得天然橡胶价格也受到拖累而下滑。

国外价格方面：东南亚产胶大国已经纷纷出台政策支撑天胶价格。例如泰国政府批准给与胶农

新的补贴的政策，并为全国 8万个乡村铺设橡胶公路；印尼总统佐科直接下令政府向农户和合作社

采购橡胶。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尼于去年 12月开会讨论了如何提振低迷的橡胶价格，与会代表提出

了包括限制出口等措施。

当前沪胶期价已近成本线，在叠加库存下降，仓单大幅减少，沪胶短期下行空间有限。另外 G20

会谈后中美关系缓和。这对轮胎厂展开春季备货生产有利。轮胎厂可能加紧生产出口美国。导致一

小波现货上涨行情。但从基本面上来看，天胶供需矛盾仍然较突出，国内汽车市场的萧条暂时看不

到有好转的迹象，东南亚天胶主产区的开割面积仍处在高位，压制天胶上涨空间。因此明年天胶行

情以小幅震荡上涨为主，运行空间【9600,15000】。

图3-19：中国乘用车产量（辆）及同比（%）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中期研究院

3.有色：铜、镍相对较强，铝、铅、锌、锡羸弱

（1）多因素驱动，铜、镍表现将较强

铜：一季度末见底，均价将有所抬升

2019年，铜价受多因素驱动，表现或较强。第一，基建、房地产是铜的重要使用领域，如用于

房地产建设本身所需铺设的电缆和相关变电设备。基建方面，，由年报可知专项债对基建投资的拉

动作用。2019年专项债新增限额 8000亿元，这将进一步促进基建投资回升。房地产方面，新开工

面积和竣工面积增速历史上曾出现过背离的情况，但历史上比较明显的两次背离最终在一年多的时

间里都实现回归。基于此，从 2017年 11月开始体现的新一轮背离，有望在 2019年逐步改变，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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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竣工面积有望恢复增长。

图3-20：我国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与竣工面积同比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第二，电力行业是铜的最大消费终端。2019 年电力投资额预计仍有很大的空间，而且民用、农

村电网投资仍有很大的空间，线缆行业的产能集中是行业趋势，预计 2019 年线缆行业开工率还将

提升。非电网部分中，铁路也是未来新增用铜亮点。从更远期的趋势来看，电力行业投资仍将保持

增长态势，如“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期间全国电网投资额不低于 3.34 万亿元，将是有色金属

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第三，新能源汽车将逐步成为未来铜的需求重点。铜和铜合金在汽车行业主要用于散热器、低

压线缆、电机线圈、制动系统管理、插接件和电子电器等汽车部件。其中用铜量比较大的是散热器。

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较强。首先，未来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延续以往引导新能源汽车往高能量密

度和高续航里程发展的思路；其次，新能源汽车双积分管理办法从 2019年开始正式考核，可接力补

贴政策为新能源汽车销量托底，成为其长期发展的动力；再次，未来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将逐渐向非

限购城市溢出。同时随着农村地区收入不断提升以及家用充电桩带来的便利性，未来农村地区有望

贡献更多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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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及增速 图3-22：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在汽车总产量的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综上，铜 2019年全球铜供需均小幅增长，整体供需格局步入趋势性短缺，全球铜市场短缺 30

万吨。2019年中国铜市场短缺 35.4万吨，缺口较 2018年略有放大。预计沪铜 2019年全年以宽幅振

荡行情为主，运行范围为 46200-53500，一季度末有望见底，均价较 2018年将有所抬升。

镍：全年强势单边难现，宽幅震荡为主，二季度或反弹

镍的驱动因素与铜类似。第一，地产也是镍需求影响主因之一，镍下游的不锈钢在建筑、五金

及家电等家居行情用量占比较大，而多数行情都是地产的相关产业链。第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高

镍电池推广也带动了镍需求。新能源电池用镍占比 4%，三元高镍成为新能源电池新宠儿。2017年

新能源汽车补贴和锂电池能量密度挂钩，使得正极材料由磷酸铁锂大量转向高密度的三元材料。而

高镍高电压的三元材料是正极材料中性价比较高的方向。事实上，镍元素含量的多少，决定了正极

材料的活性分子数量以及正极材料的比容，增加镍的使用量会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由此看来正极

材料由磷酸铁锂转向三元材料，由低镍三元转向高镍三元以及 NCA正是大势所趋。

预计 2019年镍市场供应还有少量缺口，但缺口收缩，镍不会再出现强势单边行情，而以宽幅震

荡为主。从节奏上来看，二季度开始随着地产政策“因城施策”、基建项目逐步落地后，对不锈钢

需求的提升，或有助于镍价维持反弹。但是我们也要警惕，政策预期如不及预期的情况下，下游需

求仍会受到较大制约，很可能二季度镍价的反弹不会延续到三季度。另外，新能源汽车方面，我们

预期明年仍会保持较高的增速，对硫酸镍的需求量仍会较大，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有望集中

在上半年爆发，这也有助于支持二季度的镍价反弹。

（2）供需两，铝、锌弱势明显

铝：基本面乏善可陈，偏弱震荡

从需求端来说，在政策刺激下有望小幅增长，但缺乏强有力的刺激因素。在房地产方面，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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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门窗、幕墙、装饰等；在电力方面，铝在电力行业消费占比在 13%左右；在汽车方面， 在

汽车行业主要用于铝轮毂、缸体铸件等，汽车轻量化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将会带动铝的消费。可见，

一方面，铝在需求端的房地产中用途较窄，用量不突出；另一方面，在电力行业消费中占比虽在有

色金属中靠前，但占比仅达到铜消费占比的不到三分之一，因此铝的需求可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汽

车用铝。在当前汽车消费疲软下，汽车用铝需求应主要看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未来潜力很大，但年

内需求不一定稳定。从供应端来说，绿仍有新产能投产，电解铝产量会持续增长。从库存来看，高

基数库存对铝价的影响还会持续存在。总之，铝价面临的基本面乏善可陈，还将偏弱震荡，预计运

行区间为 13000-15000元/吨。

锌：大概率震荡下行，难改下行趋势

从需求端来说，2019年国内锌消费政策刺激下预计会实现 1.4%左右的增长，主要是：在房地

产方面，锌主要以镀锌板、管、结构件等形式用于防腐蚀，具体应用包括建筑屋面板、门窗、屋顶

格栅等，以及房屋销售后带动的家电、装修等需求；在基建方面，铁塔及其配件、路灯灯杆及其配

件、高速公路、铁路和桥梁护栏等方面也是镀锌主要的应用领域；在电力投资方面，锌受到的提振

次于铜和铝 ；在汽车方面，锌的应用主要用于汽车板等，更多跟随汽车生产变动，增长因素在于中

高端车型占比的提升。

从供给端来说，2019年内国内市场由于供应端在上半年仍会受到限制，预计全年供应仍有少量

缺口，供需矛盾不会很突出。但是全球精矿产量进一步释放带来供应增长预期逐步兑现，锌价大概

率下行。分阶段来看，上半年国内供应还面临限制，叠加低库存因素，尤其是 3月份之后随着旺季

启动，库存有望再度转降，锌价可能迎来阶段性的上涨行情。自下半年开始，随着目前冶炼厂面临

供应瓶颈逐渐解除，锌价大概率要震荡下行。尽管下半年政策效用逐步显现，关注需求的变化、环

保对冶炼端的影响仍有可能存在变数，价格也会随之反复，但很难改变下行趋势。

（3）铅和锡体量相对较小，预计 2019年消费量会出现下降

锡：多因素共振，震荡下行为主

首先，中国对锡的需求自 2018年下半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以来，持续走低；2019年宏观经济

相对下行，预计需求也很难有大的起色。其次，中美间有关贸易的谈判虽然 2018年 12月 G20峰会

期间两国元首会晤后，一直处于相对乐观的发展进程中，但能否达成协议依然难以断定，并且即使

达成协议也不是结束，长期化是无法避免的趋势。再次，美国经济在 2019年下半年可能步入衰退，

市场资金或会逃离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风险资产类别。因此预计 2019年锡的走势以震荡向下为主。

铅：消费不佳，趋势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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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由于自身的属性，表现相对独立。85%以上的铅用在铅酸电池，2019年铅消费更多受到终端

行业的政策影响。包括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从 4月 15号开始正式实施，无论车辆使用还是单位耗铅量

都要下降；低速电动车行业整顿；此外还有通信领域锂电池的梯次替代、电池出口继续下滑等风险，

总的来看，铅消费不看好，铅价趋势看弱，运行区间在 15000-20000之间，阶段行情主要受环保指

引。

综上，2019年有色金属相对强势的是铜和镍，其他依次为锌、锡、铅和铝。

表 3.3：对各有色金属品种基本面及价格的预测表

品种 消费结论 供求平衡 价格方向 价格区间（元/吨）
铜 增 2.6% 短缺，缺口扩大 宽幅震荡 46200-53500

铝 增 3.0% 不考虑库存数据，供应存在缺口 偏弱运行 13000-15000

铅 降 2.1% 过剩，且过剩量扩大 震荡向下 15000-20000

锌 增 1.4% 短缺，但缺口明显收窄 震荡下行 17000-23000

锡 降 10% 供略大约求 宽幅震荡 132000-158000

镍 增 6.1% 短缺，但缺口收窄 宽幅震荡 95000-120000

资料来源：中期研究院

4.农产品：逆差难改，进口仍增，农产品价格或均下移

（1）2002年，中国农产品贸易由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

总的来看，中国货物进口总额从 2001年的 2400亿美元增长到 2017年的 1.9万亿美元，年均增

长 13.8%，是全球年均进口增长速度的两倍。2013年以来，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目前已

成为 54个成员的前三大货物出口市场。

2001年底，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来的是愈加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同时，中国农产品关

税减让等承诺在加入WTO后的数年里逐渐兑现。随着国内市场开放步伐加快，农产品的进口规模

较上一阶段大幅增加，中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农产品贸易国家之一，农产品贸易实现了全面快速增

长。在中国农产品贸易总规模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较上一时期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尤其自 2004

年起，中国农产品贸易由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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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001年至今，中国农产品贸易情况

进口 进口环比 出口 出口环比 贸易逆差（万美元） 贸易总额（万美元）

2001 118.5 160.9 -42.4 279.4

2002 124.1 4.73% 180.2 12.00% -56.1 304.3

2003 188.9 52.22% 212.4 17.87% -23.5 401.3

2004 279.7 48.07% 230.9 8.71% 48.8 510.6

2005 286.5 2.43% 271.8 17.71% 14.7 558.3

2006 319.8 11.62% 310.8 14.35% 9 630.6

2007 409.7 28.11% 366.2 17.82% 43.5 775.9

2008 583.3 42.37% 402.2 9.83% 181.1 985.5

2009 521.7 -10.56% 392.1 -2.51% 129.6 913.8

2010 719 37.82% 488.8 24.66% 230.2 1207.8

2011 948.7 31.95% 607.5 24.28% 341.2 1556.2

2012 1124.8 18.56% 632.9 4.18% 491.9 1757.7

2013 1154.9 2.68% 678.2 7.16% 476.7 1833.1

2014 1225.4 6.10% 719.6 6.10% 505.8 1945

2015 1168.8 -4.62% 706.8 -1.78% 462 1875.6

2016 1115.7 -4.54% 729.9 3.27% 385.8 1845.6

2017 1258.6 12.81% 755.3 3.48% 503.3 2013.9

2018 1371 8.93% 797.1 5.53% 573.9 2168.1

数据来源：根据 2001-2018 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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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2001年至今，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

数据来源：根据 2001-2018 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整理计算

图3-24：2001年至今，中国农产品进口环比、出口环比

数据来源：根据 2001-2018 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整理计算

（2）中国农产品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贸易地位不断提高

加入WTO令中国农产品贸易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贸易总额由 2001年的 279.4亿美元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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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 2018的 2168.1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 12.8％；其中，中国农产品在 2001年的进口额约为 118.5

亿美元，出口额约为 160.9美元，中国农产品在 2018年的进口额约为 1371亿美元，出口额约为 797.1

美元，年均增速分别为 15.49％和 9.86％。另一方面，中国农产品贸易在 2003年由贸易顺差转为贸

易逆差，后不断扩大，2018年贸易逆差规模达到 573.9亿美元（近 17年最大值）。

根据WTO数据统计，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在 2011年已经位居世界第三，其中进口额世界排名

第一，出口额世界排名第六。中国农产品贸易对农业增值增效、国内产业发展、增加农产品有效供

给等方面的作用显著提升。

2018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进口额和出口额呈“三增”态势，均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 1/10，粮棉油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

全面净进口。2004年以来农产品贸易持续逆差，2012年至今，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位于 400至 600

亿美元之间，而且 2012年至今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随着年度的增加逆差也是稳步扩大，只有个别年

份（2016年）有小幅缩小。

（3）三大谷物产品由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

谷物、食糖进口增势强劲。根据WTO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谷物、食糖和小麦均转为贸

易逆差态势，且此后年份中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2018年，中国小麦、玉米和大米进口量分别为309.9、

352.4和 307.7万吨。2018年中国的食糖进口量达到约 279.6万吨，也大幅超出关税配额(约 200万

吨)。与此同时，2012-2018年中国谷物自给率保持在 98％左右，出口规模逐年降低。

从国际贸易来看，2014年起，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高粱进口国，进口量和进口额均占全球

的 70%以上，进口的大部分是饲用高粱，流向饲料企业。2014年，美国超越澳大利亚成为中国高粱

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由于我国对玉米进口实施关税配额制，其中进口配额大部分集中在国企手中，在国内外玉米价

差有所扩大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地下配额交易市场，但高粱、大麦等玉米替代品并没有配额限制，

也使得更多的用粮企业开始转向这些替代品。在 2015年玉米替代品的进口量超过 3000吨，高粱、

大麦等廉价替代品在两广以及福建等地大量用于生产饲料，一些加工厂高粱、大麦等取代了近三分

之二的玉米。

2014年棉花、大豆棉花、大豆临储政策取消，改为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后，开启了农产品市场

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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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中国农产品政策性收储历史概况

时间 农产品政策

2004年 粮食购销市场放开，粮食价格下行压力大，为保护农民利益，粮食最低

收购价出台。

2005年 水稻实行最低收购价收购。

2006年 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收购。

2008年 金融危机导致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价格暴跌，为保护农民利益，临时收

储政策出台。

2014年 棉花、大豆临储政策取消，改为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

2015年 玉米临储收购基准价格大幅下调每斤 0.12元至 1元。

2016年 玉米临储政策取消。下调早籼稻最低收购价。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

价格保持不变。小麦最低收购价保持不变。

2017年 下调稻谷最低收购价。小麦最低收购价保持不变。

2018年 下调小麦、稻谷的最低收购价。

2019年 下调小麦的最低收购价。

资料来源：发改委，中期研究院

（4）食用植物油、食用油籽贸易逆差地位稳固

在市场开放效应和需求拉动的双重作用下，中国植物油、油籽和棉花的进口量呈持续快速增长

态势。2002~2014年，植物油进口量增加了 5.1倍，以大豆为主的食用油籽进口量增加了 3.3倍，棉

花进口量增加了 21.8倍。到 2014年，上述三种农产品的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51％左右，而 2001年该数值仅为 32％左右。此外，中国棉花、大豆和棕榈油的进口量占世界贸易

量的比重分别增加到 45％、63％和 18％左右，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大豆和棕榈油进口国。

近期数据

食用油籽：2018年，进口额 417.5亿美元，同比减 3.0%；出口额 17.1亿美元，同比增 4.6%；

贸易逆差 400.4亿美元，同比减 3.3%。

食用植物油：2018年，进口额 58.6亿美元，同比增 3.2%；出口额 3.1亿美元，同比增 32.1%；

贸易逆差 55.5亿美元，同比增 1.9%。

棉花：2018年，进口额 32.0亿美元，同比增 35.5%。此外，棉花替代性产品棉纱进口 206.4万

吨，同比增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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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策略推荐

1.黑色策略

单边

预计螺纹钢期货价格运行区间 3100-4000；热轧卷板期货价格运行区间 3000-3900 ；焦炭期货

价格运行区间 1600-2400元/吨 。

套利

关注买矿空成材对冲策略 、多螺空卷对冲策略和多焦煤空焦炭对冲策略 。

风险提示

上行风险包括环保政策及执行环节好于预期，地产调控松动致房地产表现超预期等，下行风险

包括贸易摩擦加剧，经济回落幅度超预期致钢铁需求承压等。

2.能化策略

（1）板块策略：单边策略

做空聚烯烃和燃料油

2019年下半年预期聚烯烃交易重心整体下移，操作上重要关注 1909合约和 2001合约中期做空

机会。L1909合约关注 8600至 8900区间进场做空机会，止损 9050，目标 7000至 7500区间；PP1909

合约关注 8600至 9100区间进场做空机会，止损 9250，目标 6100至 6600区间。

燃料油供应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与成本端原油的节奏基本一致， 可以肯定的是燃料油在 2019年

重心将下移。考虑到供应的支撑，预计 2019年燃料油的价格区间为 2100 – 3400。

做多 PTA和沥青

2019年下半年重点关注 PTA1909、2001合约中期做多机会，核心逻辑为供给增量有限，在下

游需求启稳复苏背景下现货市场将再次面临紧张格局，预期存在中长期价格上行机会，预计运行区

间为 5500至 7000 。

2019年上半年沥青的颓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到年中随着气温升高，道路施工项目重新开工，

需求增加，可能支撑沥青价格回暖。展望全年，沥青价格或将呈现先跌后涨的现象，重点关注年中

后期价格上行机会。

（2）板块策略：套利策略

多 PTA空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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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因 PTA供应基本面明显好于乙二醇方面，两者的需求端重叠性非常高几乎完全一致，

另外原料端价格都与石脑油价格存成明显正相关性。所以做多 PTA同时做空乙二醇的跨品种套利是

2019年重要投资机会，重点推荐 1909合约或 2001合约。

多甲醇空聚丙烯

甲醇和 pp间是原料和制成品的关系，目前甲醇制 PP利润处于年度高位，建议关注锁定MTP

利润的套利机会。2016年以来的利润波动区间为（-1500，1500），12月 27日高点为 976元/吨，

此后有所回落，当前MTP利润为 616元/吨，从绝对价位和技术形态上均具备较好的锁定利润机会。

多沥青空原油

由于经济增速下行，2019年油价将会表现相对弱势。而沥青在国家出台逆周期基建刺激政策的

影响下则可能表现的相对强势一点。因此可以做空原油，做多沥青。从历史上看，期货价沥青对原

油的比值跌破 6.4后，即可比较安全的做多这一比值，即做多沥青，做空原油。具体操作的方法为

买 14手沥青主力合约，卖一手原油合约。

（3）品种策略：聚烯烃

1-5 月份聚烯烃价格存在阶段修复需求，总体维持宽幅震荡格局，操作上主要关注区间边缘机

会。推荐 L1905 合约 8300 至 8900 区间，重点关注上边缘机会；PP1905 合约 8200 至 9100 区间，重

点关注上边缘机会。

下半年预期聚烯烃交易重心整体下移，操作上重要关注 1909 合约和 2001 合约中期做空机会。

L1909 合约关注 8600 至 8900 区间进场做空机会，止损 9050，目标 7000 至 7500 区间； PP1909 合

约关注 8600 至 9100 区间进场做空机会，止损 9250，目标 6100 至 6600 区间。

（4）品种策略：PTA

上半年重要关注 1905、1907 合约震荡做空机会，预计运行区间为 5000 至 6500； 下半年重点

关注 1909、2001 合约中期做多机会，预计运行区间为 5500 至 7000 。

3.有色策略

跨品种套利

关注多铜镍、空锌铝等套机会。

跨期套利

关注铜、锌和铅买近卖远的正套机会。

单边操作策略

关注一季度末铜逢低做多的机会；镍，关注一二季度回调后的做多机会，之后关注 1200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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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空机会；铅锌和铝以逢高沽空思路为主，关注一季度末锌逢低短多机会和铅的短空机会。

4.农产品策略

玉米 1909，推荐 1900至 2000一带卖出保值操作机会，止损 2050，目标 1750。豆粕 1909，推

荐 2660至 2710一带卖出保值操作机会，止损 2760，目标 2400。棉花 1909，推荐 2660至 2710一

带卖出保值操作机会，止损 2760，目标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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