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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导读 

1.1 报告目的 

本报告旨在通过生意社监测的大宗商品数据及相关指数，来反映制造业经济的景气程度，

为政府、银行、企业、各类金融投资机构以及财经媒体等分析经济走势、研究投资决策和阶段

性预测提供重要参考。 

1.2 数据来源 

——跟踪 500 多个大宗商品价格行情和相关动态，涉及能源、化工、橡塑、有色、钢铁、

纺织、建材和农副等八大行业； 

    ——监测 8000多家原材料生产企业； 

——监测 20000多家流通企业； 

——监测 12万家大宗商品下游制造企业的市场情况； 

——监测覆盖上海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纽约商品交易所等全

球 20多个期货市场。 

1.3 报告特点 

● 最上游：大宗商品与基础原材料，处于国民经济最上游。因此，跟踪大宗商品行情动

态，可先行反映国民经济的变化趋势。 

● 准确性：价格由供需关系所决定，因此跟踪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可准确反映其供需

变化，而供需情况即为宏观经济基本情况之一。 

● 客观性：本报告数据全部由计算机自动生成，本社不作任何主观评论。 

1.4 报告对象 

本报告面向政府、银行、企业、各类金融投资机构以及财经媒体等。 

1.5 报告执行 

本报告由国内知名大宗商品数据商——生意社，通过对 2017年 7-9月中国大宗商品领域的

价格监测并经统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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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监测时间 

2017月 7月 1日——2017年 9月 30日 

1.7 报告声明 

● 本报告相关知识产权归生意社所有，任何部门、企业、机构、媒体等单位引用本报告数

据、内容，均请注明：“根据生意社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大宗商品经济数据报告》”。 

● 本报告仅为参考研究资料，不构成投资、决策等任何建议，由此带来的风险请慎重考虑，

中国大宗商品研究中心与生意社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信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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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宏观篇 

2.1 制造业景气篇 

2.1.1 大宗商品供需指数 BCI 情况 

2017 年 9 月，生意社大宗商品供需指数（BCI）为 0.25，均涨幅为 2.44%，反映该月制造业

经济较上月呈扩张状态，经济平稳运行。 

BCI 监测的 8 个板块，涨幅最大的是建材板块，涨幅为 6.02%，其次是化工，涨幅为 5.59%，

跌幅最大的是钢铁板块，跌幅为-4.02%，其次是有色，跌幅为-2.35%。 

  

 

 

 

 

 

 

 

编制机构：生意社 

联合发布：生意社 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 

月份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涨数 76 84 73 57 65 25 31 38 44 68 74 62 

跌数 20 14 25 40 32 72 67 57 52 29 26 37 

BCI 0.57 0.71 0.49 0.17 0.33 -0.47 -0.36 -0.19 -0.08 0.39 0.48 0.25 

均涨幅 3.83% 6.78% 5.39% 1.87% 2.14% -4.35% -2.22% -1.01% 0.07% 2.47% 3.63% 2.44% 

BCI 解读： 

1、2017 年 7 月 BCI 指数为 0.39，反映该月制造业经济较上月呈扩张状态，经济平稳运行。 

2、2017 年 8 月 BCI 指数为 0.48，反映该月制造业经济较上月呈扩张状态，经济有上涨趋势。 

3、2017 年 9 月 BCI 指数为 0.25，反映该月制造业经济较上月呈扩张状态，经济平稳运行。 

关于 BCI 指数，见附录名词解释。 



 
 

 

 

 

 

 

7 数据是机会，数据是财富，数据更是力量!  

2.1.2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BPI 情况 

9 月 30 日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BPI 为 910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19 点（2012-04-10）下降了

10.70%，较 2016年 02月 03日最低点 660点上涨了 37.88%。(注：周期指 2011-12-01至 2017-09-30)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BPI 周 K 线(基准日：2011-12-01) 

 

 

 

 

 

 

                  

                     

关于 BPI 指数，见附录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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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八大行业综述篇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159种，集

中在化工板块(共 57种)和有色板块(共 17种)，涨幅在 5%以上的商品主要集中在化工板块；环

比下降的商品共 29种，集中在化工(共 17种)和农副(共 6种)，跌幅在 5%以上的商品主要集中

在化工板块。 

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均涨跌幅为 11.94%。 

 

 

 

 

 

 

 

 

图表 1 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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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季度各个板块涨跌情况 

能源板块涨跌情况 化工板块涨跌情况 橡胶板块涨跌情况 

   

塑料板块涨跌情况 纺织板块涨跌情况 有色板块涨跌情况 

   

钢铁板块涨跌情况 建材板块涨跌情况 农副板块涨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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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大行业 

3.1 能源行业 

 9 月 30 日能源指数为 817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43 点（2012-03-29）下降了 21.67%，较

2016 年 03 月 01 日最低点 511 点上涨了 59.88%。(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能源板块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16

种，其中涨幅 5%以上的商品共 15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93.8%；涨幅前 3的商品分别为

焦炭(35.44%)、石油焦(29.20%)、液化天然气(29.12%)。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有 0 种。 

2017年第三季度能源行业大宗商品均涨跌幅为 17.22%。 

 

 

 

 

 

 

 

图表 2 2017年第三季度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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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焦炭 能源 1601.25 2168.75 元/吨 +35.44% +60.95% 

石油焦 能源 1341.56 1733.23 元/吨 +29.20% +88.39% 

液化天然气 能源 2946.67 3804.62 元/吨 +29.12% +27.74% 

液化气 能源 3228.82 4062.94 元/吨 +25.83% +29.97% 

甲醇 能源 2196.00 2746.00 元/吨 +25.05% +41.99% 

Brent 原油 能源 47.42 57.54 美元/桶 +21.34% +14.64% 

二甲醚 能源 3376.25 4057.27 元/吨 +20.17% +38.27% 

柴油 能源 5202.06 6070.59 元/吨 +16.70% +16.49% 

WTI 原油 能源 44.93 51.67 美元/桶 +15.00% +7.11% 

石脑油 能源 4217.65 4790.00 元/吨 +13.57% +33.75% 

MTBE(工业级) 能源 4890.00 5435.71 元/吨 +11.16% -3.62% 

炼焦煤(焦煤) 能源 1316.00 1437.50 元/吨 +9.23% +66.38% 

汽油 能源 5968.46 6470.00 元/吨 +8.40% +9.05% 

沥青(70#) 能源 2535.88 2718.00 元/吨 +7.18% +41.01% 

燃料油 能源 3150.00 3356.00 元/吨 +6.54% +36.15% 

动力煤(环渤海) 能源 577.00 586.00 元/吨 +1.56%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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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化工行业 

9 月 30 日化工指数为 922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16 点（2012-03-13）下降了 9.25%，较 2016

年 01 月 31 日最低点 600 点上涨了 53.67%。(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化工板块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57

种，其中涨幅 5%以上的商品共 43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58.1%；涨幅前 3的商品分别为

TDI(58.50%)、聚合 MDI(43.90%)、丁二烯(42.36%)。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有 17种，跌幅在 5%以上的商品共 8 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10.8%；

跌幅前 3的产品分别为盐酸(-30.71%)、1,4-丁二醇(-9.24%)、氯化铵(-8.88%)。 

2017年第三季度化工行业大宗商品均涨跌幅为 10.67%。 

 

 

 

 

 

 

 

图表 3 2017年第三季度化工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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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TDI 化工 24500.00 38833.33 元/吨 +58.50% +66.21% 

聚合 MDI 化工 23757.14 34187.50 元/吨 +43.90% +75.10% 

丁二烯 化工 8212.22 11691.00 元/吨 +42.36% +15.40% 

轻质纯碱 化工 1645.71 2185.00 元/吨 +32.77% +65.95% 

环己酮 化工 8860.00 11720.00 元/吨 +32.28% +47.42% 

环氧氯丙烷 化工 8183.33 10816.67 元/吨 +32.18% +51.64% 

重质纯碱 化工 1750.00 2293.33 元/吨 +31.05% +59.54% 

己二酸 化工 7871.43 10133.33 元/吨 +28.74% +37.31% 

二氯甲烷 化工 2695.71 3460.00 元/吨 +28.35% +16.22% 

乙烯 化工 897.00 1134.20 美元/吨 +26.44% +15.36% 

醋酸 化工 2712.50 3385.71 元/吨 +24.82% +61.03% 

正丁醇(工业级) 化工 6130.00 7570.00 元/吨 +23.49% +34.82% 

苯乙烯 化工 9392.31 11484.62 元/吨 +22.28% +37.22% 

丙烷 化工 3667.00 4483.00 元/吨 +22.25% +42.39% 

炭黑 化工 5970.00 7266.67 元/吨 +21.72% +41.56% 

碳酸锂 化工 126200.00 153400.00 元/吨 +21.55% +29.88% 

丙烯(华东) 化工 6904.78 8386.67 元/吨 +21.46% +23.58% 

溴素 化工 24666.67 29954.55 元/吨 +21.44% +13.04% 

苯胺 化工 8472.86 10131.43 元/吨 +19.58% +34.94% 

辛醇 化工 7320.00 8640.00 元/吨 +18.03% +32.41% 

己内酰胺 化工 13172.73 15537.50 元/吨 +17.95% -- 

电石 化工 2500.00 2944.44 元/吨 +17.78% +18.25% 

多晶硅 化工 125460.00 146400.00 元/吨 +16.69% +20.49% 

双氧水 化工 768.00 895.00 元/吨 +16.54% +4.31% 

DMF 化工 5366.67 6220.00 元/吨 +15.90% +43.82% 

焦亚硫酸钠 化工 1985.00 2285.00 元/吨 +15.11% +42.81% 

环氧乙烷 化工 8522.73 9759.09 元/吨 +14.51% +11.85% 

甲醛(37%) 化工 1230.77 1406.25 元/吨 +14.26% +46.96% 

醋酐 化工 4872.22 5500.00 元/吨 +12.88% +27.58% 

脂肪醇 化工 16720.00 18800.00 元/吨 +12.44% +5.74% 

乙醇 化工 4661.11 5238.89 元/吨 +12.40% +8.27% 

苯酚 化工 7038.89 7887.50 元/吨 +12.06% +3.25% 

黄磷 化工 14700.00 16366.67 元/吨 +11.34% +13.97% 

烧碱 化工 1010.00 1124.44 元/吨 +11.33% +88.72% 

DOP(华东) 化工 7975.00 8875.00 元/吨 +11.29% +21.10% 

硫磺(颗粒) 化工 841.11 925.56 元/吨 +10.04% +44.06% 

纯 MDI 化工 25712.50 28287.50 元/吨 +10.01% +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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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醇 化工 6842.86 7440.77 元/吨 +8.74% +40.64% 

丙烯酸 化工 8900.00 9666.67 元/吨 +8.61% +54.05% 

三氯甲烷 化工 2106.00 2262.50 元/吨 +7.43% +34.03% 

甲苯 化工 5078.67 5452.67 元/吨 +7.36% +1.39% 

磷酸 化工 4440.00 4764.29 元/吨 +7.30% +14.20% 

异丙醇 化工 7040.00 7525.00 元/吨 +6.89% +5.84% 

环氧丙烷 化工 9992.86 10430.00 元/吨 +4.37% -23.56% 

硝酸钾 化工 4230.00 4391.67 元/吨 +3.82% +6.91% 

纯苯 化工 6090.00 6320.00 元/吨 +3.78% +19.02% 

液氨 化工 2600.00 2698.12 元/吨 +3.77% +32.80% 

加氢苯 化工 5900.00 6100.00 元/吨 +3.39% +17.31% 

氢氟酸 化工 11090.00 11436.36 元/吨 +3.12% +84.76% 

碳酸钾 化工 5655.56 5820.00 元/吨 +2.91% +4.02% 

硝酸铵 化工 1720.00 1770.00 元/吨 +2.91% +18.86% 

OX 化工 5895.00 6055.56 元/吨 +2.72% +1.95% 

氟化铝(干法) 化工 8120.00 8300.00 元/吨 +2.22% +25.07% 

粗苯 化工 4783.33 4887.50 元/吨 +2.18% +16.65% 

冰晶石 化工 6450.00 6557.14 元/吨 +1.66% +15.54% 

尿素 化工 1658.89 1679.00 元/吨 +1.21% +35.25% 

活性炭 化工 10640.00 10731.25 元/吨 +0.86% -1.00% 

硫酸钾 化工 2717.00 2708.33 元/吨 -0.32% +2.59% 

氯化钾 化工 1907.78 1896.67 元/吨 -0.58% +0.73% 

苯酐(华东) 化工 6727.78 6672.22 元/吨 -0.83% +7.81% 

顺酐(99.5%) 化工 9120.00 9028.57 元/吨 -1.00% +41.18% 

硝酸 化工 1420.00 1400.00 元/吨 -1.41% +26.13% 

丙酮 化工 6000.00 5861.11 元/吨 -2.31% -2.22% 

PX 化工 6815.00 6625.00 元/吨 -2.79% +1.77% 

混二甲苯 化工 5650.77 5481.54 元/吨 -2.99% +6.16% 

磷酸二铵 化工 2570.00 2462.00 元/吨 -4.20% -6.65% 

磷酸一铵 化工 1970.50 1870.00 元/吨 -5.10% -8.43% 

硫酸 化工 357.50 334.29 元/吨 -6.49% +4.47% 

磷矿石 化工 430.00 398.00 元/吨 -7.44% -13.67% 

萤石 化工 2322.22 2127.27 元/吨 -8.39% +42.77% 

钛白粉(硫.金.厂) 化工 19390.00 17700.00 元/吨 -8.72% +27.94% 

氯化铵 化工 506.67 461.67 元/吨 -8.88% -7.40% 

1,4-丁二醇 化工 11900.00 10800.00 元/吨 -9.24% +20.54% 

盐酸 化工 184.00 127.50 元/吨 -30.71% -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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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橡塑行业 

 9 月 30 日橡塑指数为 791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60 点（2012-03-14）下降了 25.38%，较

2015 年 12 月 21 日最低点 576 点上涨了 37.33%。(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 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橡塑板块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14

种，其中涨幅 5%以上的商品共 14 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87.5%；涨幅前 3 的商品分别

为丁腈橡胶(33.25%)、PA6(22.15%)、EPS(20.89%)。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有 2 种，跌幅在 5%以上的商品共 1 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6.3%；

跌幅前 2 的产品分别为天然橡胶(标一)(-11.57%)、HDPE(-0.30%)。 

2017 年第三季度橡塑行业大宗商品均涨跌幅为 12.51%。 

 

 

 

 

 

 

 

图表 4 2017年第三季度橡塑行业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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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丁腈橡胶 橡塑 16600.00 22120.00 元/吨 +33.25% +59.37% 

PA6 橡塑 14900.00 18200.00 元/吨 +22.15% +42.41% 

EPS 橡塑 10266.67 12411.11 元/吨 +20.89% +33.93% 

PVC 橡塑 5953.57 7008.33 元/吨 +17.72% +5.58% 

顺丁橡胶 橡塑 11183.64 13080.00 元/吨 +16.96% +5.31% 

PS 橡塑 10350.00 11980.00 元/吨 +15.75% +35.83% 

PA66 橡塑 19860.00 22880.00 元/吨 +15.21% +27.25% 

PC 橡塑 19529.90 22470.00 元/吨 +15.05% +27.96% 

丁苯橡胶(1502) 橡塑 11200.00 12600.00 元/吨 +12.50% +12.64% 

PP(拉丝) 橡塑 7887.50 8854.17 元/吨 +12.26% +12.43% 

PET 橡塑 7395.00 8110.00 元/吨 +9.67% +16.02% 

ABS 橡塑 15016.67 16216.67 元/吨 +7.99% +46.17% 

LLDPE 橡塑 9145.00 9730.00 元/吨 +6.40% +6.98% 

LDPE 橡塑 9762.50 10375.00 元/吨 +6.27% -0.84% 

HDPE 橡塑 10020.00 9990.00 元/吨 -0.30% +0.40% 

天然橡胶(标一) 橡塑 13036.67 11528.57 元/吨 -11.57% +2.87% 

 



 
 

 

 

 

 

 

17 数据是机会，数据是财富，数据更是力量!  

3.4 纺织行业 

9 月 30 日纺织指数为 985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74 点（2013-02-19）下降了 8.29%，较 2016

年 02 月 17 日最低点 715 点上涨了 37.76%。(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纺织板块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17

种，其中涨幅 5%以上的商品共 12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70.6%；涨幅前 3的商品分别为

涤纶短纤(17.67%)、锦纶 POY(17.02%)、涤纶纱(32S)(16.63%)。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有 0 种。 

2017年第三季度纺织行业大宗商品均涨跌幅为 8.62%。 

 

 

 

 

 

 

 

图表 5 2017年第三季度纺织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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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涤纶短纤 纺织 7678.75 9035.56 元/吨 +17.67% +30.99% 

锦纶 POY 纺织 17433.33 20400.00 元/吨 +17.02% +39.73% 

涤纶纱(32S) 纺织 12025.00 14025.00 元/吨 +16.63% +19.11% 

锦纶 FDY 纺织 20440.00 23420.00 元/吨 +14.58% +31.48% 

锦纶 DTY 纺织 20233.33 22783.33 元/吨 +12.60% +30.19% 

生丝(国内商检丝) 纺织 413500.00 461000.00 元/吨 +11.49% +24.76% 

涤纶 POY 纺织 7810.00 8611.67 元/吨 +10.26% +24.65% 

涤纶 DTY 纺织 9420.00 10310.00 元/吨 +9.45% +19.08% 

涤纶 FDY 纺织 8477.14 9192.00 元/吨 +8.43% +20.90% 

干茧(3A 以上) 纺织 133500.00 144250.00 元/吨 +8.05% +28.79% 

PTA(华东) 纺织 4828.18 5204.55 元/吨 +7.80% +12.71% 

粘胶短纤 纺织 15400.00 16318.18 元/吨 +5.96% -4.63% 

氨纶 纺织 39100.00 40400.00 元/吨 +3.32% +34.67% 

澳毛自梳条(70S) 纺织 115000.00 116800.00 元/吨 +1.57% +14.73% 

人棉纱 纺织 20630.00 20844.44 元/吨 +1.04% -5.89% 

皮棉(3 级内地) 纺织 15929.71 15986.00 元/吨 +0.35% +7.54% 

棉纱 纺织 23650.00 23712.50 元/吨 +0.26%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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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色行业 

9 月 30 日有色指数为 952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05 点（2012-01-31）下降了 5.27%，较 2015

年 11 月 24 日最低点 607 点上涨了 56.84%。(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有色板块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17

种，其中涨幅 5%以上的商品共 14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60.9%；涨幅前 3的商品分别为

氧化钕(50.00%)、氧化镨(48.34%)、金属钕(47.10%)。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有 4 种，跌幅在 5%以上的商品共 2 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8.7%；

跌幅前 3的产品分别为金属镝(-7.35%)、锑(1#)(-6.61%)、白银(-1.94%)。 

2017年第三季度有色行业大宗商品均涨跌幅为 17.21%。 

 

 

 

 

 

 

 

图表 6 2017年第三季度有色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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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氧化钕 有色 300000.00 450000.00 元/吨 +50.00% +77.17% 

氧化镨 有色 377500.00 560000.00 元/吨 +48.34% +78.34% 

金属钕 有色 387500.00 570000.00 元/吨 +47.10% +80.09% 

金属镨 有色 490000.00 700000.00 元/吨 +42.86% +52.17% 

镨钕合金 有色 417500.00 595000.00 元/吨 +42.51% +89.19% 

镨钕氧化物 有色 327500.00 460000.00 元/吨 +40.46% +86.99% 

钛精矿(攀.46) 有色 1280.00 1644.29 元/吨 +28.46% +100.22% 

金属硅 441# 有色 11280.00 13800.00 元/吨 +22.34% +38.00% 

铅(市场) 有色 17718.75 21606.25 元/吨 +21.94% +42.97% 

铝(市场) 有色 13717.50 16157.50 元/吨 +17.79% +20.80% 

锌(市场) 有色 22735.00 26477.50 元/吨 +16.46% +43.90% 

镍(市场) 有色 76812.50 85731.25 元/吨 +11.61% +6.53% 

钴 有色 400333.34 438833.34 元/吨 +9.62% +106.67% 

铜(市场) 有色 47130.00 51443.75 元/吨 +9.15% +36.09% 

黄金 有色 273.65 277.54 元/克 +1.42% -2.51% 

镁 有色 14427.78 14612.50 元/吨 +1.28% -3.99% 

锡(市场) 有色 142387.50 144075.00 元/吨 +1.19% +11.46% 

氧化镝 有色 1160000.00 1160000.00 元/吨 0.00% -4.53% 

镨钕镝合金 有色 371500.00 371500.00 元/吨 0.00% +17.01% 

镝铁合金 有色 1225000.00 1215000.00 元/吨 -0.82% -2.41% 

白银 有色 3906.33 3830.67 元/千克 -1.94% -9.24% 

锑(1#) 有色 58000.00 54166.67 元/吨 -6.61% +9.15% 

金属镝 有色 1700000.00 1575000.00 元/吨 -7.35%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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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钢铁行业 

9 月 30 日钢铁指数为 981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53 点（2013-02-21）下降了 6.84%，较 2015

年 12 月 20 日最低点 493 点上涨了 98.99%。(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钢铁板块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17

种，其中涨幅 5%以上的商品共 15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88.2%；涨幅前 3的商品分别为

无缝管(28.18%)、线材(18.53%)、中厚板(14.90%)。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有 0 种。 

2017年第三季度钢铁行业大宗商品均涨跌幅为 12.35%。 

 

 

 

 

 

 

 

图表 7 2017年第三季度钢铁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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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无缝管 钢铁 4205.00 5390.00 元/吨 +28.18% +65.64% 

线材 钢铁 3690.77 4374.62 元/吨 +18.53% +69.92% 

中厚板 钢铁 3448.67 3962.50 元/吨 +14.90% +55.44% 

不锈钢板 钢铁 12845.00 14723.18 元/吨 +14.62% +19.03% 

低合金板 钢铁 3594.00 4099.17 元/吨 +14.06% +52.17% 

冷轧板 钢铁 4015.56 4571.00 元/吨 +13.83% +30.27% 

热轧卷 钢铁 3557.33 4041.43 元/吨 +13.61% +47.23% 

锰硅 钢铁 6550.00 7437.50 元/吨 +13.55% -0.45% 

槽钢 钢铁 3640.91 4114.55 元/吨 +13.01% +60.21% 

工字钢 钢铁 3630.00 4088.00 元/吨 +12.62% +57.53% 

H 型钢 钢铁 3598.00 3973.00 元/吨 +10.42% +45.83% 

角钢 钢铁 3718.00 4100.00 元/吨 +10.27% +67.04% 

螺纹钢(经销) 钢铁 3585.62 3892.00 元/吨 +8.54% +66.61% 

镀锌板 钢铁 4498.46 4865.00 元/吨 +8.15% +23.07% 

彩涂板 钢铁 6585.00 7085.00 元/吨 +7.59% +11.57% 

硅铁 钢铁 5645.83 5900.00 元/吨 +4.50% +19.07% 

铁矿石(澳) 钢铁 484.11 501.22 元/吨 +3.53%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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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材行业 

9 月 30 日建材指数为 989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44 点（2012-11-01）下降了 5.27%，较 2016

年 02 月 24 日最低点 714 点上涨了 38.52%。(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建材板块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10

种，其中涨幅 5%以上的商品共 7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70%；涨幅前 3的商品分别为瓦

楞原纸(58.77%)、废纸(56.27%)、针叶木浆(29.93%)。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有 0 种。 

2017年第三季度建材行业大宗商品均涨跌幅为 20.55%。 

 

 

 

 

 

 

 

图表 8 2017年第三季度建材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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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瓦楞原纸 建材 3250.00 5160.00 元/吨 +58.77% -- 

废纸 建材 1878.57 2935.71 元/吨 +56.27% -- 

针叶木浆 建材 5057.50 6571.43 元/吨 +29.93% +42.99% 

阔叶木浆 建材 4993.75 6291.67 元/吨 +25.99% +40.36% 

线材 钢铁 3690.77 4374.62 元/吨 +18.53% +69.92% 

PC 橡塑 19529.90 22470.00 元/吨 +15.05% +27.96% 

灰板纸(经) 建材 3291.67 3741.67 元/吨 +13.67% +23.76% 

螺纹钢(经销) 钢铁 3585.62 3892.00 元/吨 +8.54% +66.61% 

白板纸 建材 3678.33 3961.67 元/吨 +7.70% +23.74% 

沥青(70#) 能源 2535.88 2718.00 元/吨 +7.18% +41.01% 

玻璃 建材 16.11 17.24 元/平方米 +7.01% +15.55% 

水泥 建材 307.33 320.00 元/吨 +4.12% +14.36% 

中密度纤维板 建材 72.53 73.80 元/张 +1.75% +2.69% 

细木工板 建材 121.31 121.67 元/张 +0.3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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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农副行业 

9 月 30 日农副指数为 897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111 点（2012-09-05）下降了 19.26%，较 2017

年 06 月 13 日最低点 872 点上涨了 2.87%。(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农副板块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11

种，其中涨幅 5%以上的商品共 4种，占该板块被监测商品数的 22.2%；涨幅前 3的商品分别为

鸡蛋(26.79%)、豆粕(11.57%)、玉米淀粉(7.59%)。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有 6 种，跌幅前 3的产品分别为菜籽粕(-1.90%)、白糖(-1.64%)、玉米

(-1.10%)。 

2017年第三季度农副行业大宗商品均涨跌幅为 3.2%。 

 

 

 

 

 

 

 

图表 9 2017年第三季度农副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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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鸡蛋 农副 5.86 7.43 元/公斤 +26.79% +13.44% 

豆粕 农副 2711.33 3025.00 元/吨 +11.57% -7.09% 

玉米淀粉 农副 2120.00 2280.91 元/吨 +7.59% +6.15% 

菜籽油 农副 6395.00 6725.00 元/吨 +5.16% -8.79% 

小麦 农副 2381.82 2456.00 元/吨 +3.11% +3.31% 

生猪(外三元) 农副 13.91 14.31 元/公斤 +2.88% -18.28% 

大豆油 农副 5922.00 6077.50 元/吨 +2.63% -5.15% 

油菜籽 农副 5033.33 5144.44 元/吨 +2.21% +17.74% 

棕榈油 农副 5679.33 5720.00 元/吨 +0.72% -7.08% 

面粉 农副 83.60 83.80 元/50 斤 +0.24% +1.33% 

粳稻 农副 2988.00 2994.00 元/吨 +0.20% +0.30% 

早籼稻 农副 2615.00 2615.00 元/吨 0.00% +0.23% 

大米 农副 4246.00 4240.00 元/吨 -0.14% -0.40% 

大豆 农副 3842.67 3832.50 元/吨 -0.26% +0.68% 

晚籼稻 农副 2696.00 2686.00 元/吨 -0.37% -0.43% 

玉米 农副 1682.00 1663.57 元/吨 -1.10% -2.07% 

白糖 农副 6643.00 6534.00 元/吨 -1.64% +3.37% 

菜籽粕 农副 2448.12 2401.67 元/吨 -1.9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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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色板块与产业链 

4.1 稀土板块 

9 月 30 日稀土指数为 440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00 点（2011-12-06）下降了 56.00%，较

2015 年 09 月 13 日最低点 271 点上涨了 62.36%。(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稀土 08价格涨跌榜中上涨的商品共 5种，下跌的商

品共 2种，涨跌为 0的商品共 1种。上涨的主要商品有：氧化钕(50.00%)、氧化镨(48.34%)、

金属钕(47.10%)；下跌的主要商品有：金属镝(-7.35%)、镝铁合金(-0.82%)。 

2017年第三季度稀土板块均涨跌幅为 27.83%。 

 

 

 

 

 

 

 

图表 10 2017年第三季度稀土 08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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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氧化钕 有色 300000.00 450000.00 元/吨 +50.00% +77.17% 

氧化镨 有色 377500.00 560000.00 元/吨 +48.34% +78.34% 

金属钕 有色 387500.00 570000.00 元/吨 +47.10% +80.09% 

金属镨 有色 490000.00 700000.00 元/吨 +42.86% +52.17% 

镨钕合金 有色 417500.00 595000.00 元/吨 +42.51% +89.19% 

氧化镝 有色 1160000.00 1160000.00 元/吨 0.00% -4.53% 

镝铁合金 有色 1225000.00 1215000.00 元/吨 -0.82% -2.41% 

金属镝 有色 1700000.00 1575000.00 元/吨 -7.35%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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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PTA 产业板块 

9 月 30 日 PTA 产业指数为 803 点，较周期内最高点 1077 点（2012-02-13）下降了 25.44%，

较 2016 年 02 月 14 日最低点 605 点上涨了 32.73%。(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 PTA产业价格涨跌榜中上涨的商品共 5种，下跌的商

品共 1种，涨跌为 0的商品共 0种。上涨的主要商品有：涤纶短纤(17.67%)、涤纶 POY(10.26%)、

涤纶 DTY(9.45%)；下跌的主要商品有：PX(-2.79%)。 

2017年第三季度 PTA产业板块均涨跌幅为 8.47%。 

 

 

 

 

 

 

 

图表 11 2017年第三季度 PTA 产业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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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涤纶短纤 纺织 7678.75 9035.56 元/吨 +17.67% +30.99% 

涤纶 POY 纺织 7810.00 8611.67 元/吨 +10.26% +24.65% 

涤纶 DTY 纺织 9420.00 10310.00 元/吨 +9.45% +19.08% 

涤纶 FDY 纺织 8477.14 9192.00 元/吨 +8.43% +20.90% 

PTA(华东) 纺织 4828.18 5204.55 元/吨 +7.80% +12.71% 

PX 化工 6815.00 6625.00 元/吨 -2.79%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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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氯碱产业板块 

9 月 30 日氯碱指数为 1051 点，创下周期内的历史新高，较 2016 年 01 月 05 日最低点 712

点上涨了 47.61%。(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氯碱产业价格涨跌榜中上涨的商品共 4种，下跌的商

品共 1种，涨跌为 0的商品共 0种。上涨的主要商品有：轻质纯碱(32.77%)、电石(17.78%)、

PVC(17.72%)；下跌的主要商品有：盐酸(-30.71%)。 

2017年第三季度氯碱产业榜均涨跌幅为 9.78%。 

 

 

 

 

 

 

 

图表 12 2017年第三季度氯碱产业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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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轻质纯碱 化工 1645.71 2185.00 元/吨 +32.77% +65.95% 

电石 化工 2500.00 2944.44 元/吨 +17.78% +18.25% 

PVC 橡塑 5953.57 7008.33 元/吨 +17.72% +5.58% 

烧碱 化工 1010.00 1124.44 元/吨 +11.33% +88.72% 

盐酸 化工 184.00 127.50 元/吨 -30.71% -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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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甲醇产业链 

9 月 30 日甲醇产业链指数为 90.16，较周期内最高点 112.30 点（2013-12-12）下降了 19.72%，

较 2016 年 01 月 21 日最低点 63.84 点上涨了 41.23%。(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甲醇产业价格涨跌榜中上涨的商品共 8种，下跌的商

品共 0种，涨跌为 0的商品共 0种。上涨的主要商品有：甲醇(25.05%)、醋酸(24.82%)、二甲

醚(20.17%)； 

2017年第三季度甲醇产业榜均涨跌幅为 15.04%。 

 

 

 

 

 

 

 

图表 12 2017年第三季度甲醇产业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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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甲醇 能源 2196.00 2746.00 元/吨 +25.05% +41.99% 

醋酸 化工 2712.50 3385.71 元/吨 +24.82% +61.03% 

二甲醚 能源 3376.25 4057.27 元/吨 +20.17% +38.27% 

DMF 化工 5366.67 6220.00 元/吨 +15.90% +43.82% 

甲醛(37%) 化工 1230.77 1406.25 元/吨 +14.26% +46.96% 

MTBE(工业级) 能源 4890.00 5435.71 元/吨 +11.16% -3.62% 

三氯甲烷 化工 2106.00 2262.50 元/吨 +7.43% +34.03% 

动力煤(环渤海) 能源 577.00 586.00 元/吨 +1.56%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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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丙烯产业链 

9 月 30 日丙烯产业链指数为 77.62，较周期内最高点 111.42 点（2013-12-11）下降了 30.34%，

较 2016 年 01 月 21 日最低点 49.04 点上涨了 58.28%。(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丙烯产业价格涨跌榜中上涨的商品共 10种，下跌的商

品共 1种，涨跌为 0的商品共 0种。上涨的主要商品有：环氧氯丙烷(32.18%)、正丁醇(工业

级)(23.49%)、丙烯(华东)(21.46%)；下跌的主要商品有：丙酮(-2.31%)。 

2017年第三季度丙烯产业榜均涨跌幅为 13.69%。 

 

 

 

 

 

 

 

图表 13 2017年第三季度丙烯产业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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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环氧氯丙烷 化工 8183.33 10816.67 元/吨 +32.18% +51.64% 

正丁醇(工业级) 化工 6130.00 7570.00 元/吨 +23.49% +34.82% 

丙烯(华东) 化工 6904.78 8386.67 元/吨 +21.46% +23.58% 

辛醇 化工 7320.00 8640.00 元/吨 +18.03% +32.41% 

石脑油 能源 4217.65 4790.00 元/吨 +13.57% +33.75% 

PP(拉丝) 橡塑 7887.50 8854.17 元/吨 +12.26% +12.43% 

苯酚 化工 7038.89 7887.50 元/吨 +12.06% +3.25% 

丙烯酸 化工 8900.00 9666.67 元/吨 +8.61% +54.05% 

异丙醇 化工 7040.00 7525.00 元/吨 +6.89% +5.84% 

环氧丙烷 化工 9992.86 10430.00 元/吨 +4.37% -23.56% 

丙酮 化工 6000.00 5861.11 元/吨 -2.3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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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苯乙烯产业链 

9月 30日苯乙烯产业链指数为 97.19，较周期内最高点 122.11点（2013-01-10）下降了 20.41%，

较 2015 年 01 月 26 日最低点 61.54 点上涨了 57.93%。(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苯乙烯产业价格涨跌榜中上涨的商品共 6种，下跌的

商品共 0种，涨跌为 0 的商品共 0种。上涨的主要商品有：苯乙烯(22.28%)、EPS(20.89%)、

PS(15.75%)； 

2017年第三季度苯乙烯产业榜均涨跌幅为 13.86%。 

 

 

 

 

 

 

 

图表 13 2017年第三季度苯乙烯产业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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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苯乙烯 化工 9392.31 11484.62 元/吨 +22.28% +37.22% 

EPS 橡塑 10266.67 12411.11 元/吨 +20.89% +33.93% 

PS 橡塑 10350.00 11980.00 元/吨 +15.75% +35.83% 

丁苯橡胶(1502) 橡塑 11200.00 12600.00 元/吨 +12.50% +12.64% 

ABS 橡塑 15016.67 16216.67 元/吨 +7.99% +46.17% 

纯苯 化工 6090.00 6320.00 元/吨 +3.78%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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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乙二醇产业链 

 9 月 30 日乙二醇产业链指数为 86.68，较周期内最高点 105.76 点（2013-02-16）下降了

18.04%，较 2016 年 02 月 01 日最低点 60.08 点上涨了 44.27%。(注：周期指 2011-12-01 至

2017-09-30)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第三季度乙二醇产业价格涨跌榜中上涨的商品共 7种，下跌的

商品共 0种，涨跌为 0的商品共 0种。上涨的主要商品有：涤纶短纤(17.67%)、环氧乙烷(14.51%)、

涤纶 POY(10.26%)； 

2017年第三季度乙二醇产业榜均涨跌幅为 11.25%。 

 

 

 

 

 

 

 

图表 16 2017年第三季度乙二醇产业价格涨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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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单位 季涨跌 同比涨跌 

涤纶短纤 纺织 7678.75 9035.56 元/吨 +17.67% +30.99% 

环氧乙烷 化工 8522.73 9759.09 元/吨 +14.51% +11.85% 

涤纶 POY 纺织 7810.00 8611.67 元/吨 +10.26% +24.65% 

PET 橡塑 7395.00 8110.00 元/吨 +9.67% +16.02% 

涤纶 DTY 纺织 9420.00 10310.00 元/吨 +9.45% +19.08% 

乙二醇 化工 6842.86 7440.77 元/吨 +8.74% +40.64% 

涤纶 FDY 纺织 8477.14 9192.00 元/吨 +8.43%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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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热点商品 

5.1 天然气  

 

5.2 二甲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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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氢氟酸 

 

5.4 PA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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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氨纶 

 

5.6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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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无缝管 

 

5.8 瓦楞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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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豆粕 

 

5.10 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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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融相关 

6.1 证券 

6.1.1 2017 年第三季度沪深原材料证券季刊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17年 03季沪深原材料价格涨跌榜中环比上升的商品共 89种，集中

在化工板块(共 33 种)和有色板块(共 11种)，涨幅在 5%以上的商品主要集中在化工板块；涨幅

前 3的商品分别为瓦楞原纸(58.77%)、TDI(58.50%)、氧化镨(48.34%)。 

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涨跌 

瓦楞原纸 建材 3250.00 5160.00 +58.77% 

TDI 化工 24500.00 38833.33 +58.50% 

氧化镨 有色 377500.00 560000.00 +48.34% 

聚合 MDI 化工 23757.14 34187.50 +43.90% 

丁二烯 化工 8212.22 11691.00 +42.36% 

环比下降的商品共 16 种，集中在化工(共 9种)和农副(共 4种)，跌幅在 5%以上的商品主要

集中在化工板块；跌幅前 3 的商品分别为天然橡胶(标一)(-11.57%)、氯化铵(-8.88%)、钛白粉

(硫.金.厂)(-8.72%)。 

商品 行业 季初价格 季末价格 涨跌 

天然橡胶(标一) 橡塑 13036.67 11528.57 -11.57% 

氯化铵 化工 506.67 461.67 -8.88% 

钛白粉(硫.金.厂) 化工 19390.00 17700.00 -8.72% 

萤石 化工 2322.22 2127.27 -8.39% 

磷矿石 化工 430.00 398.00 -7.44% 

涨幅榜相关企业 

涨幅商品 生产商 

瓦楞原纸(+58.77%) 岳阳林纸(600963)   齐峰新材(002521)   广东甘化(000576) 

青山纸业(600103)   民丰特纸(600235)   恒丰纸业(600356) 

冠豪高新(600433)   山鹰纸业(600567)   宜宾纸业(600793) 

凯恩股份(002012)   景兴纸业(002067)   安妮股份(002235) 

中顺洁柔(002511)   太阳纸业(002078)   华泰股份(600308) 

博汇纸业(600966)   晨鸣纸业(000488) 

TDI (+58.50%) 沧州大化(600230) 

氧化镨(+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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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 MDI (+43.90%) 万华化学(600309) 

丁二烯(+42.36%) 中国石油(601857)   中国石化(600028)   齐翔腾达(002408) 

上海石化(600688)   华锦股份(000059) 

 

跌幅榜相关企业 

涨幅商品 生产商 

天然橡胶(标一) (-11.57%) 海南橡胶(601118)   中化国际(600500) 

氯化铵(-8.88%) 宏达股份(600331)    *ST柳化(600423)   华昌化工(002274) 

*ST大化 B(900951)   和邦生物(603077)   双环科技(000707) 

钛白粉(硫.金.厂) (-8.72%) 金浦钛业(000545)   *ST钒钛(000629)   中核钛白(002145) 

龙蟒佰利(002601)   安纳达(002136) 

萤石(-8.39%) 金石资源(603505) 

磷矿石(-7.44%) 云天化(600096)   兴发集团(600141) 

注：沪深原材料证券月刊是生意社甄选了沪深两市 800 家与基础原材料密切相关的上市公司，并以权威的

基础原材料数据库，和对其价格变化准确、实时地跟踪为基础，精心打造了《生意社证券月刊》，旨在帮助投

资者，第一时间发现投资热点，及时把握股票涨跌脉搏，为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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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报告附录 

7.1 名词解释 

●大宗商品：是指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

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在金融投资市场，大宗商品指同质化、可交易、被广泛作为工业基

础原材料的商品，如原油、有色金属、农产品、铁矿石、煤炭等。包括 3个类别，即能源商品、

基础原材料和农副产品。 

●BCI指数：全称“中国大宗商品供需指数(BulkCommodityIndex)”，是由生意社创建的大宗商

品供需指数，通过选取大宗商品领域能源、化工、有色、钢铁、农副、建材、橡塑、纺织八大

行业最具代表性的 100种基础原材料，通过统计其月度上涨品种数和下跌品种数，将涨的品种

数减去跌的品种数，然后除以总数。当 BCI>0，反映制造业经济呈扩张状态；BCI=0，反映制造

业经济呈平稳状态；BCI<0，反映制造业经济呈收缩状态。 

●BPI指数：BPI（BulksPriceIndex）是生意社创建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是一个以 2011-12-01

为基准日的定基指数。 

一、BPI形成 

1、选取八大行业最具代表性的 100种基础原材料（即 BCI对应的样本） 

2、每日计算每个样本的商品指数 CI： 

 

 

（注：不同商品的基准日，可能不同） 

3、每日计算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BPI： 

 

二、BPI应用 

1、反映制造业相对于基准日的每日变化 

2、反映制造业的不同时期的连续变化 

●PPI：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PriceIndex,PPI）亦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一个用来衡

量制造商出厂价的平均变化的指数，它是统计部门收集和整理的若干个物价指数中的一个，市

场敏感度：非常高。如果生产物价指数比预期数值高时，表明有通货膨胀的风险。如果生产物

价指数比预期数值低时，则表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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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CPI)是政府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其中一个数据。

通俗的讲，CPI就是市场上的货物价格增长百分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认为 CPI增长率在 2%～

3%属于可接受范围内。 

●PMI：采购经理指数（PurchasingManager'sIndex)是一个综合指数，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做法，

由五个扩散指数即新订单指数(简称订单)、生产指数(简称生产)、从业人员指数(简称雇员)、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简称配送)、主要原材料库存指数(简称存货)加权而成。 

指数动态查询：http://www.100ppi.com/bci/ 

http://www.100ppi.com/b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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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国制造业经济三大通用评价指标比较表》 

中国制造业经济三大通用评价指标比较表 

对比指标 BCI 汇丰 PMI 中国 PMI 

指数全称 生意社大宗商品供需指数 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 

CFLP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 

英文名 BulkCommodityIndex 

（BCI） 

HSBCChinaManufactu

ringPurchasingMana

gersIndex 

PurchasingManagersIndex

（PMI） 

研究对象 100个大宗商品价格的环比

涨跌变化 

企业生产量、新订单

量、就业、供应商配

送、库存 5项指标的

环比增减变化 

730家企业 11个分类指标

的环比增减变化 

调查对象 监测国民经济八大领域最

上游、数量最大、用途最广

100种大宗商品与基础原材

料每日价格 

偏重中小型企业 偏重大中型国有企业 

对象所处节点 国民经济最上游 制造业及其下游 制造业及其下游 

数据采集方式 企业直接询价 发放调查问卷 发放调查问卷 

数据计算方法 占比相差法 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即单个指数采用扩散指数方

法，综合指数采用加权综合指数方法。 

计算公式 BCI=（涨品种数－跌品种

数）/总数 

PMI=订单×30%+生产×25%+雇员×20%+配送

×15%+存货×10% 

发布时间 每月末下午 5点 每月末分二批 每月 1日 

发布机构 生意社（100ppi.com） 汇丰银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发布方性质 第三方大宗商品数据商 香港最大注册银行 非政府机构的行业协会组

织 

理论基础 1、供需关系影响价格，价

格变化反映供需关系变化。 

2、供需关系影响经济运行，

因此监测供需变化可反映

经济运行状况。 

3、大宗商品是国民经济最

上游，因此监测大宗商品供

需关系尤为重要。 

1、企业采购经理对于本月生产和财务情况的分析

判断，是市场变化的第一手资料。 

2、企业经营的各个指标之间是存在逻辑上的相关

的。 

3、通过对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作统计分析，以反

映经济的变化趋势。 

指数形成 1、选取八大行业最具代表

性的 100种基础原材料。 

2、统计月度上涨品种数和

下跌品种数。 

3、BCI=（涨品种数－跌品

种数）/总数。 

1、按照 20个行业对 GDP贡献大小选取一定数量企

业（联合会选取 700多家）。 

2、按月向采购经理人问卷调查：新订单、产量、

雇员、供应商配送、库存、价格、积压订单、新出

口订单、进口等商业活动的环比性状指标。 

3、PMI=订单×30%+生产×25%+雇员×20%+配送

×15%+存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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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应用 1、BCI>0，反映制造业经济

呈“扩张”状态。 

2、BCI=0，反映制造业经济

呈“平稳”状态。 

3、BCI<0，反映制造业经济

呈“收缩”状态。 

PMI>50%，反映制造业经济总体“扩张”； 

PMI<50%，反映制造业经济总体“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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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关于发布机构 

生意社是大宗商品数据商，是跟踪、分析和研究大宗商品的权威机构，由中国互联网 A股

第一股——网盛生意宝（股票代码：002095）重磅打造。 

生意社跟踪 500多个大宗商品，包含能源、化工、橡塑、有色、钢铁、纺织、建材、农副

八大行业，覆盖 8000多家原材料生产企业、20000多家流通企业和 12万家下游企业的市场情况，

同时覆盖纽约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全球 20多个期货市场、及国内 200多个电子交易

市场的情况。 

生意社拥有一支由宏观研究员、行业研究员、商品分析师、

商品数据师组成，500多人的多层次专业团队，每日及时、准

确、前瞻地向全社会提供各类数据资讯和分析。 

生意社以其数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广泛地被商务部、工

信部、国家统计局、证监会等各政府机关所参考，广泛地被新

华社、中新社、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每日经济新闻等主流

媒体所引用，更广泛地成为广大产业人士、证券机构、期货机

构、银行机构等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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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报告联系 

媒体联系：范艳霞 

生意社媒体专员 

电话:0531-82318010 手机: 13065027165 电邮：fyxseven@netsun.com QQ:1942896231 

信息合作：汪丹娜 

生意社信息中心主任 

座机：0571-88228440  电邮：dana@netsun.com 

商务合作：满荣荣 

生意社市场中心主任 

座机：0536-2103559  电邮：manrong0802@netsun.com 

专家专访：刘心田 

生意社总编 

中国大宗商品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座机：0531-82318055  手机：13573199568 

电邮：lampson@netsun.com MSN：lampson007@hotmail.com 

mailto:fyxseven@netsun.com
mailto:dana@netsun.com
mailto:manrong0802@netsun.com
mailto:lampson@netsun.com
mailto:lampson007@hotmail.com


 

 

 

 

 

                      

 

数据是机会，数据是财富，数据更是力量!  54 

7.5 重要网址 

中国大宗商品研究中心：http://www.100ppi.com/rc/ 

生意社官方网站：www.100ppi.com 

查看动态 BCI指数：http://www.100ppi.com/bci/ 

经济数据查询：http://www.100ppi.com/mac/ 

“期货通”移动终端免费下载：http://futures.100ppi.com/qht.html 

“移动生意社”移动终端免费下载：http://www.100ppi.com/mob/ 

生意社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shengyishe 

生意社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shengyishe 

生意社媒体服务平台：http://www.100ppi.com/jzfw/（开放注册） 

生意社商品分析系统：http://www.100ppi.com/vip_regist/ 

 

 

 

 

 

 

编制机构：中国大宗商品研究中心 

发布机构：生意社 

发布时间：二○一四年五月四日 

http://www.100ppi.com/


 
 

 

 

 

 

 

55 数据是机会，数据是财富，数据更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