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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 早盘提示

最新国际财经信息
1、美联储宣布了最后一轮债券购买计划，支持着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长达两年半的美联储量化宽松的最后一波资金

注入规模很小。美联储称，在最后一轮的债券购买行动中，其将购买 500 亿美元国债，至此，开始于 2010 年 11 月的

6,000 亿美元债券购买计划将全部兑现。

2、美国财政部周五(10 日)公布最新月度预算报告，美国政府 5月份预算赤字 576.4 亿美元，年比有所下降，主要反

映在税收收入的增加和政府金融业援助支出减少。

3、美国经济周期研究所(ECRI)周五(10 日)称，美国 6月 3日止当周领先指标(WLI)小幅下跌至 127.7，此水准为 1月

21 日当周以来的最低，之前一周修正后为 128.2，前值为 128.3。该指标增长年率下降至 4.1%，为 1月 28日当周以

来最低，之前一周为 4.9%。

4、美国劳工部(DOL)周五(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5 月进口物价指数月率上升 0.2%，为连续第八个月上涨，4 月

份该指数修正后为上涨 2.1%。剔除燃料因素的价格指数上涨 0.4%。

最新大宗商品动态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10 日开盘 74.11， 最高 74.92，最低 74.02，收于

74.83，上涨 0.98%。

原油//////////

原油指数 10 日开盘 103.08， 最高 103.25 ，最低 100.14 ，收于

100.47，下跌 2.43%。

黄金（纽约金 08）//////////

纽约金 08 10 日开盘 1545.0 美元/盎司， 最高 1546.2 美元/盎

司，最低 1527.7 美元/盎司，收于 1529.2 美元/盎司，下跌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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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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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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跌 支撑： 2900 压力： 3300

中长建议： 建仓多单等反弹。

点评： 横盘近尾声，将再次下挫。

大豆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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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CPI 数据公布之前，利空氛围依然浓重，连盘关注 4430 至 4400 区域支撑及仓量变

动

豆粕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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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粕市短期围绕 3350 震荡调整，市场在宏观数据发布前保持谨慎，不宜过分追涨杀跌关注

仓量变动

豆油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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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调整要求依然强烈，关注 10200支撑

棕榈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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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盘棕油拖累，连盘领跌油脂，9150 有效击穿开启寻底之路

菜油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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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阶段仍未终结，关注长江流域洪涝灾情对市场的影响

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6532 压力： 6823

中长建议： 阶段低位建仓多单逢高分批平仓，站稳 60 日线高位空单止盈

点评：
周五 1月多头前四增减分化，受外盘大涨提振高开后将有获利盘平仓压力，建议短多尤其

9月合约短多逢高开阶段性止盈不在开盘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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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麦 日内预测： 平开低走 支撑： 2815 压力： 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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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均连续下穿，日线周期 MACD 死叉向下，短线技术偏空未改观，鉴于 KDJ 等指标炒

卖，短线轻仓持空不追空

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23700 压力： 2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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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棉放量收中阴线，郑棉多空持仓情绪平和仓位变动不大，预计日内难以有效突破 60 日

均及日线下行轨道压制

籼稻 日内预测： 平开低走 支撑： 2485 压力： 2545

中长建议： 底部多单宜保护性止盈

点评： 失守 60 日均，低位获利短多应保护性止盈，预计短线将下探 2490 至 2500 寻短线支撑

玉米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2400 压力： 2439

中长建议： 多单轻仓持有，获利空单平仓

点评： 现货支撑有力，短线下行空间受限，按强势震荡思路适当延长操作周期

铜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67000 压力： 685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空势不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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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开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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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区间震荡可能性大，建议观望或日内短线操作

沪铅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16800 压力： 17100

中长建议：
本周二中国5月份宏观产业经济数据密集出炉前市场仍无明显方向指引，以轻仓持有空

单。

点评：
5、10、20 日均线走平，走势仍较平淡。始终等待市场方向性的指引。以震荡思路对待，

短线日内操作。

沪铝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16900 压力： 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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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建议：
本周二中国 5月份宏观产业经济数据密集出炉前市场仍无明显方向指引，以轻仓持有空

单。

点评： 近期上涨的动能明显缺乏，短线以震荡偏空思路对待。

燃油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4900 压力： 5000

中长建议： 破 5000 空单试探介

点评：
各国货币政策有望同步收紧，滞涨担忧加剧、避险情绪蔓延，美元同步走强加之沙特有增

产迹象，后市承压较重，思路转空，后市政策动向仍是关键

连塑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10300 压力： 10500

中长建议： 有效跌破 10400，中线试探性多单离场观望

点评：
担忧情绪蔓延，沙特增产及国内紧缩政策延续及各国政策同步，令连塑持续承压，但未脱

离近期震荡区间， L 前期低点 10360 支撑有效，继续关注

PVC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8050 压力： 8300

中长建议： 试探性多单离场，翻空操作、8050 附近逢高介入

点评：
担忧情绪蔓延，沙特增产及国内紧缩政策延续及各国政策同步，令外盘走弱、国内必将持

续承压，PVC 有摆脱震荡反弹下行之势

PTA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9200 压力： 9600

中长建议： 短线逢高偏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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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有即将向下突破迹象

黄金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318.0 压力： 321.0

中长建议： 前期多单可逢高适当减持，短线片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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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要货币

其安全港作用并未动摇，但近期美元有走强迹象，短期面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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