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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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扬 支撑： 2900 压力： 3300

中长建议： 建仓多单等反弹。

点评： 低位震荡后，权重股反弹将拉升指数。

大豆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4310 压力： 4530

中长建议： 南美收获季，北半球大豆迎接种植季节，豆市震荡偏多

点评：
USDA 月度供需报告于本周四公布，谷物提前做出反映普遍收涨；连盘 60 日线附近面临争

夺，短期倾向震荡整理，压力 4530，支撑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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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粕市关注仓量变动，短期陷入 3350 至 3390 区域震荡，内盘交投氛围较差恐现外强内弱局

面

豆油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0200 压力： 10500

中长建议： 豆油价格恢复性上涨，多单依托五日均线止盈

点评： 芝加哥豆油有止跌迹象，但连盘技术依然疲弱，调整压力较大，震荡区间 10300 至 10450

棕榈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9000 压力： 9420

中长建议： 棕油消费利好，中期跟踪短期均线偏多

点评： 马盘棕油继续走弱，连盘 9370 上方压力沉重，已成调整之势，日内逢高偏空短线

菜油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0000 压力： 10900

中长建议： 中期跟踪 5日线偏多操作

点评： 菜油主力 1201 合约，短期步入调整阶段，多单止盈或减仓，而短线日内可逢高偏空操作

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6718 压力： 6986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中长建议： 阶段低位建仓多单逢高分批平仓，站稳 60 日线空单止损

点评：
减仓回撤处正常范围未破坏反弹通道，短多可轻仓持有，1月设定 60 日均线作保护性止

盈，不宜猜顶做空隔夜

强麦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840 压力： 2900

中长建议： 未及平仓低位多单谨慎持有，获利空单市价平仓为宜

点评：
麦收近半丰收在望，干旱炒作告段落，跌回前期盘整区间，短线震荡休整概率较大，短炒

资金或将继续撤离

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23970 压力： 25750

中长建议： 阶段低位多单轻仓持有，高位获利空单减仓兑现盈利

点评：
美棉跌停，郑棉 60 日均线压力位技术指标超买，短线或有回撤修正，中线反弹过程未完

结

籼稻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2509 压力： 2572

中长建议： 空单平仓，低位获利充分多单宜逢高分批止盈

点评： 旱涝急转增加不确定性，炒作热情随成交量锐减，短线行情将围绕 60 日均线得失展开

玉米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385 压力： 2429

中长建议： 多单轻仓持有，获利空单平仓

点评： 中阴回踩，KDJ 等指标急转直下，跌破 2400 则短多保护性止盈

铜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67000 压力： 68500

中长建议： 中期空势不改，建议观望等待抛空机会。

点评： 近期区间震荡可能性大，建议观望或日内短线操作

锌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7000 压力： 180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空势不改，，建议观望等待抛空机会。

点评： 把握反弹节奏，观望或日内短多操作，等待反弹后的抛空机会

沪铅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17000 压力： 17200

中长建议： 观望为主

点评：
国内早前的极度干旱和电荒促使电价上涨，通胀压力不减，政策重启的可能性仍存，短期

仍未摆脱 16800--17300 的震荡区间，短线日内操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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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铝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17000 压力： 17200

中长建议： 经济形势不稳，观望

点评：
电荒短期炒作和美国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提振金属价格，谨防价格炒作过高出现的回落风

险，短线日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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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开平走 支撑： 10500 压力： 10950

中长建议： 中线试探性多单继续持有，止损 10400，短线多单 10950 附近逢高减仓

点评：
原油走强，但未脱离 100 附近震荡，短期仍无方向，国内化工品借机反抽，L前期低点

10360 支撑有效，关注 10800 压力，昨日放量滞涨注意减仓

PVC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8050 压力： 8300

中长建议： 试探性多单继续持有，短线 8100 附近逢低偏多操作 8050 下方止损

点评： 电价上调，短期关键位置向上突破，后市将选择方向，继续反弹仍有较大概率

PTA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9400 压力： 9850

中长建议： 中线试探性多单继续持有，有效跌破 9500 止损

点评：
均线遇阻令短期反弹力度有限，棉花下行压力不断，面临方向两难选择，但近期空继续窄

幅震荡，总体有即将突破迹象

黄金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318.0 压力： 321.0

中长建议： 前期多单可逢高适当减持，剩余多单可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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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要货币其安全港作用并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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