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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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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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或反弹 支撑： 2900 压力： 3300

中长建议： 等待反弹机会。

点评： 大跌之后，市场心理有待修复

大豆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4310 压力： 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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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债务阴霾不散，商品再受打压，但内盘商品显强，豆市盘尾拉升， 4400，支撑作用

明显，震荡偏强操作

豆粕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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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提振粕市价格；3300 至 3360 震荡交投，市场氛围维稳，

震荡偏强操作

豆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9800 压力： 1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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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油突破 20 日线压力，跳升突破低位整理平台，K 线形态阴阳相间，量能无明显变化，

限价令期限降至令市场存在想象空间，关注仓量变动，重要支撑 10100

棕榈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9000 压力： 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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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债务阴霾不散，商品再受打压，而棕油更多的受到自身需求季节支撑，价格缓慢攀

升，这种升势在良好的市场交投氛围下，多单值得关注，支撑 9150

菜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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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油主力 1201 合约，午后拉升突破 60 日线压制，依托 5 日线偏多操作，抛储成交价格较

高支撑作用较强，逢低偏多操作

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6385 压力： 6690

中长建议： 新建欲抄底多单逢反弹平仓，新空单依托下跌跳空轻仓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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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报复性长阳暂缓解下破风险，多头前三甲合力增多，关注下跌跳空缺口压力位表现，继续

上攻乏力则短多止盈空单谨持

强麦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845 压力： 2912

中长建议： 新多单依托 2845 轻仓持有，获利空单减持兑现盈利

点评： 短线投机热情降温，短线陷入窄幅弱势震荡的概率大，上行突破条件不成熟

棉花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24315 压力： 2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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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修正过程中多头仓位跟进不甚积极，反弹力度受限，再次遇阻 25850 至 26000 压力区

间概率较大

籼稻 日内预测： 平开低走 支撑： 2505 压力： 2600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减持兑现盈利，低位多单宜半数平仓止盈

点评： 湖北农业厅等称因干旱判定稻减产为时过早，短炒热情衰退，高位回落难免

玉米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385 压力： 2440

中长建议： 未跌破 2341 新多单轻仓持有，获利空单减持

点评：
日线报收十字星，60 日均线站而未稳，获利短多可大部分平仓关注 60 日均线得失作下一

步操作计划

铜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65000 压力： 68000

中长建议： 中期空势不改，空单继续谨慎持有

点评： 多头大户出现意见分歧，而空头却集体增仓，整体空势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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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锌继续保持区间震荡，短期多空双方力量均衡

沪铅 日内预测： 平开低走 支撑： 16500 压力： 16800

中长建议： 5,10日均线积压承重，中线震荡偏空

点评： 沪铅走势疲弱，资金逐步退出，短期维持 16500--16800 区间轻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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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铝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6500 压力： 16750

中长建议： 短期震荡格局难改，建议投资者谨慎观望。

点评： 国内经济形式不稳，震荡格局难改，短线偏空操作。

燃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5000 压力： 5100

中长建议： 暂时离场观望，短期机会不大

点评：
国内政策持续收紧，但恐慌情绪暂时减弱，后市政策动向仍是关键，当前对通胀前景及政

策取向观点分化，需要进一步观察，多看少动

连塑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0300 压力： 106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继续减持

点评：
原油大幅杀跌后 100 附近偏弱震荡或将延续，短期向下空间不大，国内化工品借机反抽，

目前观察力度不大，L 弱势更加明显

PVC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7900 压力： 81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继续轻仓持有，或适当减仓

点评：
前期利空逐步消化，短期面临反弹，7900 支撑初步守稳，向上空间有限反弹无力，不易

追高

PTA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9250 压力： 97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适量轻仓持有或减仓

点评： 短期有反弹需要，但力度较弱，整体市场弱势令其反弹乏力

黄金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315.0 压力： 320.0

中长建议： 暂时观望，前期多单可逢高适当减持

点评：

黄金依然守稳于主要均线及重要价格关口之上，长期涨势尚未改，面对美元压力依然现

强，其安全港作用并未动摇，近期主要受获利减持及美元强势打压，短期或持续震荡，可

区间操作或暂时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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