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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产价格概率】
类别

名称

价格

涨跌

涨跌幅

商品

WTI原油

108.86

0.88

0.81%

布伦特原油

114.21

1.09

0.96%

伦敦金现

1838.40

0.12

0.01%

LME铜

8930.50

-31.00

-0.35%

郑煤期货

933.00

-36.20

-4.16%

美天然气

6.62

-0.24

-3.47%

美棉期货

休市

--

--

债市

10年期美债收益率

休市

--

--

外汇

人民币中间价

6.69

-0.03

-0.37%

美元指数

104.70

0.00

0.00%

道琼斯指数

休市

--

--

上证综指

3315.43

-1.36

-0.04%

VIX指数

休市

--

--

股票

注：以上价格均为收盘价

【市场综述】
随着海外流动性收紧以及经济见顶，叠加国内现实需求仍然偏弱，国内大宗商品价格面临较大压力，
预计近期市场交易的核心仍然聚焦在海外流动性以及国内现实需求的恢复上。不过经历上周的大幅下跌
后，大部分商品价格都触及前低，部分商品跌至成本线左右，关注成本端对商品价格的支撑情况。
海外方面，美联储 6 月议息会议调低经济增长，调高通胀预期，改变了加息预期节奏。当前三季度经
济见顶下行压力比较明确，美国经济软着陆压力较大。其他国家方面，欧元区依靠服务业支撑经济，但未
来仍不容乐观，5 月 CPI 指数续创新高，近期欧洲多国迎接高位天然，能源需求旺盛，燃油和电力价格大
幅上涨，油价创新高，通胀压力短期内难有缓和。

【全球要闻】
1. 布拉德：必须继续加息满足市场预期 希望能重演 1994 年软着陆
今年有 FOMC 会议投票权的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
希望美国经济能重复 1994 年软着陆的结果，
如果美联储能够重演 1994 年紧缩周期的成功，就可能在今年迅速加息后未来打造“出色”的经济。布拉
德还称，今年美国经济似乎有望进一步扩张，美联储必须满足市场对加息的预期，以遏制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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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总统拜登称正在考虑建立汽油免税期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正在考虑建立汽油免税期，这可能会将每加仑油价最多降低 18.4 美分。拜登称，
期待在本周末能有最终决定。据悉，拜登政府已经从美国战略储备中释放了大量石油，并扩大使用了乙醇
混合汽油。此外，上周拜登政府还致信能源公司敦促其提高炼油能力，但这些努力尚未显著降低价格。

3. 拉加德重申：计划在 7 月会议上加息 25 个基点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重申，欧洲央行计划在今年夏天两次加息，同时应对欧元区不同国家借贷成本利差
扩大的问题。拉加德表示，欧央行计划在 7 月的政策会议上加息 25 个基点，“并在 9 月再次加息”。

4. 欧洲央行管委维勒鲁瓦：欧洲央行的工具应发出保护欧元没有限度的明确讯号
欧洲央行管委维勒鲁瓦表示，央行新的抗危机工具应该表明其捍卫欧元完整性的决心是没有限度的。虽
然上周承诺的解决所谓割裂问题的措施仍存在“开放性问题”，但是对于此项后备方案的性质有一些共
识。维勒鲁瓦还表示，如有必要就一定要可以使用，从而让欧洲央行无限度保护欧元的承诺展现得一清二
楚。

5.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曼恩：加息 50 个基点能降低国内通胀被英镑走软推高的风
险
对于近期英国央行加息 50 个基点的行动，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曼恩解释道，50 个基点的加息能降低
国内通胀被英镑走软推高的风险。即通过英镑贬值，输入性通胀会进一步推高已经嵌入的国内通胀。

6. 英国近三分之一民众对通胀引发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感到崩溃
当地时间 6 月 20 日，英国天空新闻公布民意调查显示，和 6 个月前相比，英国近三分之一民众对生活成
本上涨感到更加沮丧和愤怒。

7. 俄卢布再创 7 年新高，今年大涨 35%傲视群雄，汇率目标之争成焦点
卢布汇率升至 7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强势上涨引发了对损害俄罗斯的出口竞争力和政府财政的担忧。俄
罗斯于 2014 年 11 月开始实施卢布自由浮动汇率目标制，随着卢布大涨，“盯住汇率制”的讨论开始出
现。

8. 日本央行购买国债规模创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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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日本基准收益率突破日本央行 0.25%的容忍上限，
日本央行加大了购债力度。
日本央行上周购买了 10.9
万亿日元（约为 808 亿美元）的国债，创出历史最高水平。

9.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相关问题进行
了交流
在与日本首相的交流中，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提到，外汇走势反映基本面很重要，近期外汇市场的突然
波动是不可取的，日本央行将继续密切关注外汇走势。

10. 欧洲加速重启“烧煤时代”
在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不确定性情况下，
欧洲多国正在加速转向燃煤发电。
奥地利最大电力供应商 Verbund
上周日被命令重启维也纳以南 124 英里的燃煤发电站，这处设施曾在两年前关闭。荷兰能源部长警告称，
可能需要采取措施节约天然气，这或将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荷兰燃煤发电厂的产量上限为 35%，
一些专家表示，荷兰应该取消这一上限，以节约天然气。德国经济部此前宣布，取消煤炭能源生产上限。

11. 荷兰可能取消煤炭发电上限
荷兰能源部长周一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该国的天然气供应问题。会后，荷兰部长称，荷兰在没有额外措
施的情况下无法填充储气设施，决定取消燃煤电厂运营禁令。荷兰政府决定放宽 2022-2024 年燃煤电厂
产能的限制。

12. 中国 6 月 LPR 报价出炉：1 年期和 5 年期均维持不变
中国 6 月 1 年期和 5 年期 LPR 分别为 3.7%和 4.45%。据中国证券报，虽然 6 月 LPR“按兵不动”，但
并不影响实际贷款利率持续下降。往后看，多位专家表示，未来 LPR 仍有一定的降低空间。

13. 财政部：决定开展国债做市支持操作
财政部于昨日表示，为支持国债做市，提高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
线，财政部决定开展国债做市支持操作。

14. 楼市出现回暖迹象 机构称 6 月上半月主要城市新房成交环比大增
多家机构数据显示，6 月前半个月市场销售出现回暖。中达证券研报数据显示，6 月初至 17 日，其覆盖
的 42 个主要城市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增长 49%，其中一、二、三线城市环比分别增长 122%、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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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受访房企内部人士、市场人士也提及近期销售有较为明显的修复。据华南一家房企提供的数据显示，
6 月以来，其重点布局的大湾区及华东区域有翻倍增长。

15.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河北、山东等地局地可达 40℃以上
中央气象台 6 月 21 日 06 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 6 月 21 日白天，河北中南部、北京大部、天
津、山东中西部、河南、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北部、湖北北部、山西中部和南部、陕西中南部、新疆北疆
盆地和南疆盆地、海南岛大部等地有 35～39℃高温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局地可达 40℃
以上。

【产业信息】
1. 国家发改委部署各地开展拉网式调查依法查处煤炭价格超出合理区间的行为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下，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近日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全面开展落实
煤炭价格调控监管政策拉网式调查。调查组以重点燃煤电厂 5 月份电煤采购情况为切入点，全面调阅电
煤采购合同，查阅相应煤炭生产流通企业的合同和发票，并对煤炭、电力企业的交易凭证进行交叉比对，
形成调查结论。从反馈的部分调查结果看，已查实一些企业煤炭销售价格超出合理区间。目前，各地拉网
式调查还在进行中。下一步，发展改革部门将会同相关方面持续抓好煤炭价格政策落地见效，对价格超出
合理区间的，切实做到发现一起，约谈一起，查处一起。对发现主观恶意大幅度提高价格超出合理区间
的，将立即予以通报，并作为涉嫌哄抬价格线索移送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2. 多个大宗商品暴跌，铁矿石一度跌 11%，焦炭跌超 10%
黑色系大跌背后，国家发改委开展拉网式调查的消息牵动了市场各方神经。此外，市场也将关注点集中在
黑色系基本面上。证券时报提及，多位业内人士谈到，在需求不振、下游价格承受力弱的情况下，钢铁市
场存在诸多利空因素，特别是部分钢厂已陆续有停产计划，这进一步诱发了铁矿石、焦煤、焦炭等原料的
价格下跌。

3. 应急管理部联合国资委约谈中石化集团公司
针对近期中石化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接连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安全风险加大的情况，6 月 20 日，应急管理
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约谈了中石化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约谈要求，中石化集团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
产存在的问题挑战，直面正视、深入反思剖析事故暴露出的表象问题和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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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恒大：预计将在 7 月底宣布初步重组计划 股票继续停牌
中国恒大公告，公司股份将继续暂停买卖，直至另行通知；正在积极推进重组工作，预期将于七月底前公
布初步重组方案；恒大物业的质押担保独立调查正在积极进行中，现阶段尚未能确定预期完成独立调查
的时间；正在采取合适措施以遵守复牌指引以及该函件中所述的相关上市规则，以及向公众提供有关最
新发展的信息及将适时作出进一步公布。

5. 乘联会崔东树：疫情和原材料紧缺涨价并未影响新能源车的强势走势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通过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发文称，2022 年中国传统燃油车市场低迷，但疫情和原材料
紧缺涨价并未影响新能源的强势走势。4-5 月的新能源车电池材料价格明显下跌，也是对新能源车的稳定
意义。

6. 中国信通院：我国 5 月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同比下降 9.4%
中国信通院昨日表示，2022 年 5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 2080.5 万部，同比下降 9.4%。2022 年
1-5 月，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 1.08 亿部，同比下降 27.1%。其中，5G 手机出货量 8620.7 万
部，同比下降 20.2%。

7. 机构：5 月腾讯《王者荣耀》蝉联全球手游畅销榜冠军
据 Sensor Tower 商店情报数据显示，2022 年 5 月腾讯《王者荣耀》在全球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吸金 2.68 亿美元，蝉联全球手游畅销榜冠军，相较去年同期增长 1.7%。来自中国 iOS 市场的收入占
95%，海外市场收入占比为 5%。

8.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半壁江山来自上海工厂
6 月 19 日下午，在“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的线上致辞环节，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
表示，上海超级工厂正在持续成为特斯拉最重要的出口基地和生产中心，2021 年，上海工厂向全球用户
交付超过 48 万辆纯电动汽车，贡献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半壁江山，并将高水平中国制造输送到全世界。

9. 马士基 CEO：制造业没有回流欧美 下半年集装箱运量会下降
全球第二大集装箱航运公司马士基首席执行官 Soren Skou 表示，制造业没有回流欧美，集装箱运输量
可能很快会遭到重创。Skou 表示，没看到客户将生产转移回欧美，相反，他们正在亚洲寻找更多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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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因此很难在短期甚至是中期会看到世界生产消费品的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在 Skou 看来，全球化并
没有瓦解。Skou 还预计，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停滞，今年下半年集装箱运输量将会有所下降。

10. Macbook Pro 推迟到 8 月发货 供应链问题犹存
据外媒报道，苹果搭载“史上最强处理器”M2 芯片的新款 Macbook Pro 笔电上周末开始接受预订，却
出现延迟发货的情况，订制版新 Macbook Pro 甚至要延到 8 月初才能发货，透露 Macbook Pro 供应
链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恐影响相关供应商第 3 季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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