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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自 2015 年来上证指数节后首日表现与恒生指数均保持一

致。我们认为，春节后 A 股赢得开门红的概率较大。但在美非农数

据大幅超预期及欧央行的超预期鹰派论调背景下，不排除 A 股市场

对其仍有预期补偿，短期波动或加大。 

贵金属：整体看，经历了春节前的大幅走弱后，国际金银价格春

节期间波动并不大。COMEX 金价春节期间累计小幅上涨 0.63%，

COMEX 银价春节期间累计下跌 0.90%。目前，在美债和 TIPS 收益

率上行阶段，贵金属预计难有趋势性做多机会，总体节奏仍然是震

荡偏弱。回归国内，内盘开市后，预计贵金属价格波动不大。 

有色金属：春节前后两三周为铜季节性累库阶段，今年节前累库

并不明显，关注节后逐步复工带来的消费情况。预计节后沪铜呈现

补涨行情，但整体高位震荡区间仍难打破。目前驱动纯镍的价格逻

辑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市场纯镍到货量依然是有限的，估计很难

出现库存大幅累增，预计低库存且继续去库及现货维持高升水的节

奏将会维持。节后沪镍或呈补涨行情，库存回升前，建议以偏多思

路为主。锌基本面短期将呈现供应偏紧，需求稳步回暖的局面，利

好锌价。 

能化：短期油价的向上驱动从基本面上看，主要来自美国极寒天

气、东欧地缘风险，从资金来看，受到空头资金主动离场支撑。目

前油价日 K 线已突破布林线上轨，短期存在修复预期。持续关注 2

月份剩余时间美国中部地区寒潮天气影响，是短期的炒作焦点。中

期来看，随着供需平衡表逐渐转为过剩，地缘风险溢价以及金融溢

价走弱，北半球天气逐渐升温，石油库存逐渐累库，等待逢高布空

机会。 

农产品：CBOT 大豆在春节期间涨幅达 7%，主要原因在于南美

大豆产区受干旱天气影响产量预估被下调以及美国出口强劲。其次，

巴西今年大豆收获的进度比最初预期的要慢，所以目前港口排队等

候的货轮数量日渐增加，大豆出口装运时间延长，部分买家被迫转

向其他供应国。这有助于提振美国 3 月和 4 月交货的大豆需求，也

进一步提振 CBOT 大豆价格。预计节后开盘，连粕仍会跟随美豆维

持偏强走势，持续关注南美种植情况、USDA 后续报告的公布以及

宏观环境的变化。生猪供强需弱的情况预计将维持，存栏拐点或在

二季度后出现，预计一季度猪价延续节前的震荡偏空态势。 

http://www.gzf2010.com.cn/ResearchCenterInfo.aspx?id=33709
http://www.gzf2010.com.cn/ResearchCenterInfo.aspx?id=3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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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指开门红的概率较大 

春节假期期间，海外加息影响有所钝化，主要经济体权益市场普遍回

暖。2月3日（周四），在欧央行鹰派转向、英国央行连续加息、Meta（原

Facebook）业绩暴雷等影响下，海外权益市场再次回调，其中纳斯达克指

数更是大跌3.74%，而港股市场并未遭波及，仅交易1.5天，恒生指数录得

4.34%涨幅，领涨全球，获得虎年开门红。此外，全球无风险利率上行，

以能源为代表的通胀资产表现强势，布伦特油价走高逾93美元/桶，为2014

年以来新高。 

值得关注的是，海外紧缩预期进一步强化，美债收益率站上1.9%，欧

洲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压制美元指数。1）美国方面，周五1月非农数据公

布，在Omicron肆意之下，仍新增46.7万人（前值为19.9万人），大幅超出

预期的新增12.5万人，创去年10月以来新高，推动10期美债收益率突破阈

值1.9%，为2020年疫情以来新高。2）欧洲方面，英国央行2月3日（周四）

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bp至0.5%（2021年12月上调15bp至0.25%），同时并

决定开启“缩表”。欧元区1月CPI环比增长0.3%，预期下降0.4%；同比增

长5.1%，预期增长4.4%，超出市场预期。欧央行行长表态当前通胀上行风

险加大，市场对于欧央行年内加息及加速Taper的预期升温，欧元大涨，美

元指数遭压制。 

从春节假期海外权益市场表现来看，市场对于美联储加速收紧、缩表

预期逐步消化，恐慌情绪基本得以释放，技术面上美股主要指数亦反弹至

支撑位之上。对于A股而言，节前市场大幅回调后市场整体估值大致回归

合理，假期外围市场强劲表现有望提振市场风险偏好。在《广州期货-专题

报告-股指-春节行情仍可期-20220120》中，我们发现，春节后首个交易日

A股各宽基指数表现与港股春节期间走势相关性更高，且自2015年来上证

指数节后首日表现与恒生指数均保持一致。因此节后首行情开启前，亦可

适当参考港股市场走势。 

综上，我们认为，春节后A股赢得开门红的概率较大。但在美非农数

据大幅超预期及欧央行的超预期鹰派论调背景下，不排除A股市场对其仍

有预期补偿，短期有所波动。 

二、贵金属窄幅震荡 

截至2022年2月4日收盘，外盘金银价格表现有所分化，其中COMEX

金价收于1808.8美元/盎司，累计小幅上涨0.63%；COMEX银价收于22.520

美元/盎司，春节期间累计下跌0.90%。整体看，经历了春节前的大幅走弱

后，国际金银价格春节期间波动并不大，且相对而言，白银走势稍弱于黄

金。 

从春节期间海外公布的重磅经济数据来看，一方面，尽管美国经济景

气度仍处于枯荣线以上，但美国1月ISM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相比于12月

继续边际走弱，预示着美国经济增长动力边际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奥

密克戎并未阻挡美国就业市场继续改善，美国1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录得

46.7万人，大超市场预期。在目前美国通胀仍位于高位情况下，就业市场

的持续改善直接推升了市场的利率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行

至1.938%水平，创出2019年7月以来新高，与之随行的是美国10年期抗通

胀债券收益率水平持续上行。与之相应的10年期国债隐含通胀率并未进一

步走强，这表明市场认为美国的高通胀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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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续。 

在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走强的阶段，贵金属预计难有趋势性做多机会，

总体节奏仍然是震荡偏弱。回归国内，内盘开市后，预计贵金属价格波动

不大，沪金期货价格预计有小幅高开，沪银期货价格预计小幅低开。 

三、有色分化，镍、锌偏多 

铜：春节假期美元指数大幅下挫，从节前的97.45至节后的95.47，外

盘铜价震荡上行，涨幅3.99%，2月4日晚间收盘9875美元/吨。期间伦铜库

存持续去化，合计减少7900吨至82225吨，LME0-3保持较高升水结构，现

实低库存对价格仍形成较强支撑。美国1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联储

紧缩压力进一步提升，短期或限制铜价反弹空间。 

国内方面，春节前后两三周为铜季节性累库阶段，今年节前累库并不

明显，关注节后逐步复工带来的消费情况。预计节后沪铜呈现补涨行情，

但整体高位震荡区间仍难打破。 

镍：春节期间内伦镍呈现震荡上行走势，涨幅3.33%，2月4日晚间收

盘22920美元。期间伦镍库存持续去化，合计减少4212吨至87504吨。目前

驱动纯镍的价格逻辑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市场纯镍到货量依然是有限的，

估计很难出现库存大幅累增，预计低库存且继续去库及现货维持高升水的

节奏将会维持。预计节后沪镍呈补涨行情。库存回升前，建议以偏多思路

为主。 

铝：春节假期期间，伦铝高位震荡，2月5日收于3087美元/吨，周涨27

美元或0.88%。库存方面，截止2月4日，LME铝库存下降至775475吨，较

春节前下降35575吨，处于2007年以来最低水平。北半球依然处于冬季，

欧洲地区能源紧缺格局延续，电解铝供应偏紧。国内方面，广西德保市出

现新冠确诊病例，该地为我国电解铝主产区，当地已实施封闭管理，当地

电解铝生产将受到影响。另外，北京冬奥会拉开序幕，周边地区，如山东

河南生产受限，导致氧化铝价格上涨，电解铝生产成本被抬高。由于北京

冬奥会周期将延续至3月底，华北地区电解铝生产将受限，而我国电解铝

主要消费地区华东和华南的企业在春节假期结束后将正常开工，届时电解

铝将出现供需错配的情况，预计铝价易涨难跌。 

锌：春节假期期间，伦锌高位震荡，2月5日收于3615美元/吨，较春节

前跌5美元或0.14%。库存方面，截止2月4日，LME锌库存为154950吨较春

节前下降450吨。北半球继续处于冬季，我国锌矿山开采活动继续低迷，

预计要在4月份天气转暖以后才有所改善。而北京冬奥会周期将在3月底结

束，在此之前，北京周边地区将持续限产，华北地区为镀锌的主消费区，

受限产影响，镀锌消费将延续平淡。而华东和华南是锌合金的主要消费区，

春节假期归来后，当地企业将陆续复工，届时锌合金消费将回暖，弥补镀

锌消费的疲软。另外，海上风力发电也将拉动锌的消费，随着我国“碳中

和”，“碳达峰”计划的持续推进，锌在这方面的消费也将持续增加。综合

来看，锌基本面短期将呈现供应偏紧，需求稳步回暖的局面，利好锌价。

宏观方面，2月份美国非农数据大超预期，但结合近几个月美国被动数据

的表现来看，该数据时而好于预期，时而不及预期， 而市场从去年开始

就对美联储缩债及加息存在预期，2月美非农就业人数大超预期对锌价利

空作用有限。短期来看，锌基本面偏多，将继续呈现震荡偏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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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油中期偏弱 

原油： 春节期间欧美原油期货价格强势上涨，截至2022年2月4日，

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西得克萨斯轻油2022年3月期货结算价每桶92.31美

元，周度上涨5.49美元/桶，或6.32%；伦敦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2022年

4月期货结算价每桶93.27美元，周度上涨3.24美元/桶，或3.60%。 

尽管近一周，欧佩克+会议继续维持3月份增加40万桶/天产量的计划，

伊朗核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政府为重返伊核协议解除部分制裁，但国

际油价忽视供应侧带来的施压，延续上涨趋势，市场交易逻辑仍然围绕东

欧地缘风险以及美国极寒天气的影响。市场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担忧依

然存在，一旦局势升级，俄罗斯石油及天然气出口将面临危机，且乌克兰

是俄欧天然气管线重要枢纽，欧洲恐再次陷入能源危机。美国冬季风暴横

扫中部地区，严重的低温可能导致页岩油生产停滞，美国得克萨斯州是美

国产油最多的页岩油地区，二叠纪盆地页岩油产量占美国原油产量的近半，

原油日产量近500万桶。此外，沙特阿美上调面向亚洲客户的3月原油官价，

为迪拜/阿曼均价升水2.8美金，表明其对亚洲市场石油需求增长的信心。 

这两天油价的向上驱动从基本面上看，主要来自美国极寒天气、东欧

地缘风险，从资金来看，受到空头资金主动离场支撑。目前油价日K线已

突破布林线上轨，短期存在修复预期。持续关注2月份剩余时间美国中部

地区寒潮天气影响，是短期的炒作焦点。中期来看，随着供需平衡表逐渐

转为过剩，地缘风险溢价以及金融溢价走弱，北半球天气逐渐升温，石油

库存逐渐累库，等待逢高布空机会。 

橡胶：春节期间天然橡胶外盘期货价格小幅上涨，截止2月4日，外盘

期货方面，新加坡TSR20的近月合约价格上涨2.1美分/公斤达到176.2美分

/公斤，涨幅1.21%，东京胶RSS3的主力合约价格上涨2日元/公斤达到241.6

日元/公斤，涨幅0.83%。 

供应方面，季节性低产期将要到来，弱厄尔尼诺持续，泰国南部局部

小雨支撑原料价格小涨；天然橡胶1月预估进口环比大幅缩减，2月份环比

存在继续缩减可能。分地区看，中国海南和云南产区处于停割期，越南和

泰国北部也陆续进入低产期，泰国南部2月中旬也将要进入落叶低产期，

全球原料产出将迎来两个月的低产期。正常情况下2月底会对云南开割情

况做初步预估，3月初基本上能确定是否正常开割。 

需求方面，轮胎厂2022年春节假期长于去年，节后复工较晚；轮胎厂

对节后轮胎需求难言乐观；轮胎经销商1月份销量环比下滑，库存环比上

涨，对2月份轮胎价格并不乐观；轮胎厂节前原料天胶采购低于市场预期，

原料天胶库存同比低位，成品库存压力较大。 

库存方面，青岛天胶库存不断累库，短期存在加速可能，关注2月份

累库水平。心态方面，节前连续下跌后市场普遍对节后天然橡胶走势存在

乐观预期。节后国内期现货价格存在一定小涨可能。 

聚烯烃：库存方面，聚烯烃产业链节前小幅去库，环比去库0.88%。

石化库存方面，年前上游延续积极销售为主，叠加期货偏强震荡，商家积

极执行计划量，环比下降3.88%；港口库存方面，到港货源变动不大，工

厂补库力度有限，需求端表现平平，港口库存窄幅增加；贸易商库存方面，

受市场价格稳中有涨以及部分终端有补仓但终端生产陆续减弱，以及物流

运力略显不畅，库存波动有限。但假期结束后塑料产业链或出现累库情况。

一方面冬奥会影响暂未解除，部分企业复工存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下游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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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入市时间相较上游工厂延迟，一定程度利空市场心态。上游原油方面，

受到美国暴风雪及严寒天气影响，市场对最大页岩油产区二叠纪盆地停产

存预期，且地缘局势紧张气氛延续，国际原油再创七年多以来新高；动力

煤方面，节前大幅下行，收于756.2，收跌6.43%。在主要成本端再创新高、

次要成本端大幅下行、叠加自身供需并不乐观的情况下，预计盘面在多空

对抗下将呈现窄幅整理格局，结束节前震荡上行走势。但短期PP下游刚需

补库动能好于PE且供需矛盾不突出，预计PP强于PE。 

五、农产品豆粕有支撑，生猪震荡偏空 

棉花：节日期间，外盘ICE期棉延续此前的上涨走势，涨4.74%一

度冲击130美分/磅。良好的出口订单和装运数据表现是美棉上涨的主

要推动力，美元走弱也有部分支撑作用。据美国农业部（USDA），1.21-

1.27日一周美国2021/22年度陆地棉净签约75319吨（含签约77542吨，

取消前期签约2223吨），较前一周下降15%，但较近四周平均上升10%；

装运2021/22 年度陆地棉68515吨，较前一周增加53%，较近四周平均

增加81%，为本年度最高单周装运量。节后回归，在外盘影响下预计郑

棉高开。且随着节后纺企重启生产，对原料的补库需求将使郑棉短期

内维持强势。棉花的种植面积预测将成为2月中下旬市场的关注重点。

尽管高企的种植成本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棉价格，但根据各农作物的

比值以及主产地天气情况，棉花的走势预计弱于大豆玉米等其他农作

物。 

豆粕&油脂： CBOT大豆在春节期间涨幅达7%，在4号涨势有所放缓。

主要原因在于南美大豆产区受干旱天气影响产量预估被下调以及美国出

口强劲。虽节前南美部分产区出现降雨，但受损的大豆产量依旧无法挽回。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最新数据公布，其再次下调了阿根廷大豆产量，

从此前预估的4400万吨下调至4200万吨，因预计作物单产低迷且种植面积

低于此前预期。其次，巴西今年大豆收获的进度比最初预期的要慢，所以

目前港口排队等候的货轮数量日渐增加，大豆出口装运时间延长，部分买

家被迫转向其他供应国。这有助于提振美国3月和4月交货的大豆需求，也

进一步提振CBOT大豆价格。宏观环境方面，地缘政治局势依然紧张，引

发市场对能源及农产品供应的担忧。预计节后开盘，连粕仍会跟随美豆维

持偏强走势，持续关注南美种植情况、USDA后续报告的公布以及宏观环

境的变化。 

马棕油在多空因素影响下春节期间维持高位震荡，主要受政策及宏观

环境方面的影响。政策方面，首先因印尼为平抑国内食用油价格公布了限

制棕榈油出口政策，从1月24日起的六个月里，印尼对棕榈油出口实施出

口许可证制度。出口商在满足 DMO 规定后，可以获得出口许可；其次，

据外电2月4日消息，印度官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国已对贸易商和加工

商可持有的油籽和食用油库存施加限制，此举目的是为了防范囤积居奇和

阻碍价格攀升。声明称，食用油方面，零售商的库存限额为3吨，批发商库

存限额为50吨，该政策在6月30日前有效，油籽加工商可持有的库存至多

为90日的产能。因此，棕榈油需求方面会受到一定影响。宏观环境，在地

缘政治局势紧张，叠加全球原油库存紧张影响下，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

剧，原油价格持续走高，从而将提振生柴的消费需求，棕榈油等油脂价格

也受到一定支撑。节后连棕等油脂预计维持高位震荡，谨慎追高。关注我

国的需求及印尼出口情况。 



                                               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Page 5 

生猪：春节期间，生猪市场节奏放缓。受节日效应提振，生猪价格略

有回暖。据统计，2月3日（大年初三）湖南地区样本猪价14.7元/公斤，较

2月1日（大年初一）上涨0.5元，涨幅3.52%。大年初三、初四以来，部分

屠宰企业陆续开工，生猪价格逐步恢复节前的窄幅波动态势，总体以震荡

偏弱为主。展望后市，当前生猪产能宽裕，春节期间养殖端出栏停滞，但

随节后供给节奏恢复，预计短期内生猪供应强势的局面不改。另一方面，

春节后的3-5月为猪肉传统消费淡季，需求或下滑。去年10月份，国庆假期

曾带来一波短暂上涨行情，但由于需求无力支撑庞大的供给压力，猪价又

快速回落。目前来看，2021/22年冬季生猪市场旺季不旺，春节的节日效应

弱于国庆，又兼后续一季度的淡季预期拖动，猪价上行空间受到压制。总

体而言，生猪供强需弱的情况预计将维持，存栏拐点或在二季度后出现，

预计一季度猪价延续节前的震荡偏空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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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期

货公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基于合法取得的信息，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

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所述品种的

操作依据，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以及雇员不

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保留所有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

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引用或转载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

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为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

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研究中心简介 

广州期货研究中心秉承公司“不断超越、更加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和“简单、用心、创新、拼搏”的团

队文化，以“稳中求进、志存高远”为指导思想，在“合规、诚信、专业、图强”的经营方针下，试图将研

究能力打造成引领公司业务发展的名片，让风险管理文化惠及全球的衍生品投资者。 

研究中心下设综合部、农产品研究部、金属研究部、化工能源研究部、金融衍生品研究部、创新研

究部等六个二级部门，覆盖了宏观、金融、金属、能化、农牧等全品种衍生工具的研究，拥有一批理论

基础扎实、产业经验丰富、机构服务有效的分析师，以满足业务开发及机构、产业和个人投资者的需求。

同时，研究中心形成了以早报、晨会、周报、月报、年报等定期报告和深度专题、行情分析、调研报告、

数据时事点评、策略报告等不定期报告为主体的研究报告体系，通过纸质/电子报告、公司网站、公众

号、媒体转载、电视电台等方式推动给客户，力争为投资者提供全面、深入、及时的研究服务。此外，

研究中心还会提供定制的套保套利方案、委托课题研究等，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专业化需求。 

研究中心在服务公司业务的同时，也积极地为期货市场发展建言献策。研究中心与监管部门、政府

部门、行业协会、期货交易所、高校及各类研究机构都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在期货行业发展、交易

策略模式、风险管理控制、投资者行为等方面做了很多前瞻性研究。 

未来，广州期货研究中心将依托股东越秀金控在研究中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搭建适合公司发展、适

合期货市场现状的研究模式，更好服务公司业务、公司品牌和公司战略，成为公司的人才培养基地。 

 

研究中心联系方式 

金融衍生品研究部：（020）22139858 金属研究部：（020）22139817 

化工能源研究部：（020）23382623 创新研究部：（020）23382614 

农 产 品 研 究 部：（020）22139813 综 合 部：（020）22139817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 10 楼 

邮政编码：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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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期货业务单元一览 

广州期货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会员号：0225）、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员号：0225）、上海期货交易所

（会员号：0338）、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会员号：8338）会员单位，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会员号：

0196）交易结算会员单位，可代理国内所有商品期货和期权、金融期货品种交易。除从事传统期货经纪

业务外，公司可开展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以及风险管理子公司业务。公司总

部位于广州，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可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 

广州期货主要业务单元联系方式 

佛山南海营业部 清远营业部 上海陆家嘴营业部 北京分公司 

联系电话：0757-88772888 

办公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

城街道海五路 28 号华南国

际金融中心 2 幢 2301 房 

联系电话：0763-3882201 

办公地址：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四

路 36 号美吉特华南装饰商贸中心

永泰中心 5 层（19-23A 号） 

联系电话：021-50568018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东方路 899 号 1201-

1202 室 

联系电话：010-68525389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

南街 59 号 5 层 501-1、501-26、

501-27 

深圳营业部 长沙营业部 东莞营业部 广州体育中心营业部 

联系电话：0755-83533302 联系电话：0731-82898516 联系电话：0769-22900598 联系电话：020-28180338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梅林街道梅林路卓越梅

林中心广场（南区）A 座

704A、705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五一大道 618 号银华大酒店 18 楼

1801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

道三元路 2 号粤丰大厦办公

1501B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

东路 136,138 号 17 层 02 房、

17 层 03 房自编 A 

杭州城星路营业部 天津营业部 郑州营业部 湖北分公司 

联系电话：0571-89809632 联系电话：022-87560710 联系电话：0371-86533821 联系电话：027-59219121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

干区城星路 111 号钱江国际

时代广场 2 幢 1301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

与南开三马路交口融汇广场 2-1-

1604、1605、1606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

片区（郑东）普惠路 80 号 1 号

楼 2 单元 23 层 2301 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

区香港路 193 号中华城 A 写

字楼 14 层 1401-9 号 

苏州营业部 山东分公司 肇庆营业部 广东金融高新区分公司 

联系电话：0512-69883586 联系电话：0531-85181099 联系电话：0758-2270760 联系电话：0757-88772666 

办公地址：中国（江苏）自

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

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 58

幢苏州中心广场办公楼A座

07 层 07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泺源大街 150 号中信广场主楼七

层 703、705 室 

办公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星湖大道六路 36 号大唐盛世第

一幢首层 04A 

办公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

区海五路 28 号华南国际金融

中心 2 幢 2302 房 

青岛分公司 四川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 华南分公司 

联系电话：0532-88697836 联系电话：028-86282772 联系电话：021-68905325 联系电话：020-61887585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

山区秦岭路 6 号农商财富大

厦 8 层 801 室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人民南路 4 段 12 号 6 栋 802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向

城路 69 号 1 幢 12 层（电梯楼

层 15 层）03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

滨路 171 号南沙金融大厦第 8

层自编 803B 

总部金融发展部 总部机构发展部 总部产业发展部 总部机构业务部 

联系电话：020-22139814 联系电话：020-22139836 联系电话：020-23382586 联系电话：020-22139802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

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

心主塔写字楼 10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

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

字楼 10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

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写字楼 10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

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

塔写字楼 10 楼 

广期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0390265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88 号越秀大厦 701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