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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际财经信息最新国际财经信息最新国际财经信息最新国际财经信息
1、中国人民银行周四(12 日)宣布，从 5 月 18 日(下周三)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

点。 这将使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 21%的历史高位。

2、美国劳工部周四(12 日)公布 4 月零售销售数据。数据显示，4 月零售销售月率上升 0.5%，预期上升 0.6%；3 月修

正后为上升 0.9%，初值为上升 0.4%。4 月零售销售月增幅为 2010 年 7 月以来最低，当时为上升 0.3%。

3、美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周四(12 日)公布 4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数据。数据显示， 4 月 PPI 月率上

升 0.8%，预期为上升 0.6%；4 月 PPI 年率上升 6.8%，高于预期的上升 6.5%。数据还显示，4 月核心 PPI 月率上涨

0.3%，预期为上涨 0.2%，年率上升 2.1%，预期为升 2.1%。

4、美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周四(12 日)公布了 5 月 7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数据显示，5 月 7 日当周初

请失业金人数降至 43.4 万人，预期为 43 万人，前周修正后为 47.8 万人，初值为 47.4 万人。

5、美国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周四(12 日)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美国 3 月商业库存月率上升 1.0%，达 1.477

万亿美元，预期上升 0.8%。

最新大宗商品动态最新大宗商品动态最新大宗商品动态最新大宗商品动态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12 日开盘 75.28， 最高 75.65 ，最低 75.12，收于

75.29，下跌 0.07%。

原油//////////
原油指数 12 日开盘 99.3， 最高 101.3 ，最低 96.21 ，收于

99.76，上涨 0.79%。

黄金（纽约金 06）//////////
纽约金 06 12 日开盘 1499.5 美元/盎司， 最高 1507.1 美元/盎司，

最低 1481.2 美元/盎司，收于 1506.8 美元/盎司，上涨 5.4 美元/盎

司，涨幅为 0.36%。

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
说明： 1、除特别备注，以下中长建议皆针对持仓最高之主力合约；

2、下表所言支撑、压力皆指主力合约的短线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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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力和支撑即是短线操作的建议止损位和(或)建议目标位；

4、支撑或压力也是中长建议中试探性建仓建议的止损位。

沪深300 日内预测： 反弹 支撑： 2900 压力： 3300

中长建议： 等待反弹机会。

点评： 受外盘影响，恐慌超跌，可能后市引发反弹。

大豆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4350 压力： 4730

中长建议： 南美收获季节，北半球大豆迎接种植季节，豆市震荡偏多

点评：
紧缩预期实现，隔夜商品盘中普遍探底回升；连豆 10 日均线压制作用明显， 4350 一带支

撑仍待考验，维持弱势整理

豆粕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3280 压力： 3500

中长建议： 宏观不确定因素激增，但粕市迎接旺季，粕市震荡走强

点评：
连粕 3312 连续三日未能收复，日内未能有效突破仍宜偏空操作；若有效突破则将有短线

反抽机会

豆油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9800 压力： 10200

中长建议： 原油高位出现大幅回撤，豆油高位震荡旷日持久，后市存在补跌要求

点评：
周内准备金率上调偏早，而豆油万点或 10 日线附近压力沉重，若不能有效突破随时面临

补跌寻底要求

棕榈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8700 压力： 9150

中长建议： 夏季降至，棕油消费利好，然市场情绪悲观，棕油恐弱势寻底

点评： 10 日线压力沉重，未能有效突破仍面临寻底要求，关注准备金率上调后市场情绪变动

菜油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9850 压力： 10800

中长建议： 原油高位出现大幅回撤，菜油高位震荡偏空操作

点评： 准备金上调来的偏早，菜油逼近年内新低，日内恐维持弱势震荡

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6365 压力： 6631

中长建议： 新建欲抄底多单市价平仓，高位获利充分空单逢低减磅

点评：
长阴线破坏反弹通道，华泰长城减多翻空，其他空头主力表现积极，短线资金变动利空，

短多保护性止盈，可适当轻仓开空

强麦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2840 压力： 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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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建议： 2800 失守，高位多单止损，获利空单减持兑现盈利

点评： 5 日均线上穿 10 日均线过程仍在酝酿，关注近日能否突破低位盘整区间，短多谨持

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3300 压力： 25195

中长建议： 多单逢反弹平仓，高位获利空单减仓兑现盈利

点评：
跳空下挫吞没反弹成果，24000 关口再受考验，隔夜外盘跌停，预计低开将直接下破

24000 关口

籼稻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2422 压力： 2465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减持兑现盈利，若未能收复 5 日线多单考虑止损

点评： 5 日均线走平，短线方向选择仍未明朗

玉米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2350 压力： 2400

中长建议： 未跌破 2341 新多单轻仓持有，获利空单减持

点评： 5、10 日粘合点构成支撑才有利于支撑短线反弹延续，短线仍需观察

铜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63000 压力： 68000

中长建议： 中期空势不改，空单继续持有，轻仓可逢高加仓

点评： 提存靴子提前落地，利空已在昨日的下跌中有所释放，今日表现将强于昨日

锌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6000 压力： 17000

中长建议： 中期空势不改，空单继续谨慎持有

点评： 提存靴子提前落地，利空已在昨日的下跌中有所释放，今日表现将强于昨日

沪铝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16600 压力： 16750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减持

点评： 外弱内强呈现，而在基本面良好的情况下，短期下行空间有限

沪铅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16200 压力： 16600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减持

点评： 外盘大跌下，国内沪铅跌势放缓，短期变数加大，空单逢低减持。

燃油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4800 压力： 4900

中长建议： 短线逢高偏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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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国内政策继续收紧利空出尽，美元弱势难改，原油强势反弹但难以再次挑战近期高点，燃

油 4800 显示出较强支撑，国内弱势明显

连塑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0500 压力： 11300

中长建议： 轻仓空单继续持有（1109）

点评：
供应压力持续，下游需求不稳等制约联塑反弹强度，空头能量仍在，短期反弹不足以改变

中期弱势

PVC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8000 压力： 8250

中长建议： 多单止损离场，反手轻仓转空

点评： 8200 一线支撑告破，PVC 转弱且有补跌之势，后市看低一线

PTA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9300 压力： 98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轻仓继续持有

点评： 国内政策出尽限制短期跌幅，市场恐慌仍未消散，料后市继续走弱可能性较高。

黄金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308.0 压力： 315.0

中长建议： 多单适量减仓或逢高离场

点评：

国际金价再创历史新高，重要压力初步告破，美元弱势成行，防通胀及避险功能总体利多

黄金，易涨难跌态势不变，但国内金价由于人民币因素不及国际强势，加之压力告破有待

确认，不宜追涨，逢低建多加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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