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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际财经信息
1、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提出的五年期紧缩计划周三(29 日)在国会赢得多数赞成票，为取得国际融资避免违约清除重大

障碍。希腊国会以 155:138 的票数支持该计划。

2、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周三(29 日)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增长 8.2%。最令人振奋的

是，5月成屋签约销售年比上升 13.4%，是十三个月来签约活动首次实现年比增长。

3、欧盟委员会周三(29 日)公布，欧元区 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9.8，滑至 8个月来低位。该指数预期为-10.0，

前值修正为-9.9；欧元区 6月经济景气指数为 105.1，为去年 10 月以来最低值，前值为 105.5。此前，经济学家预期，

该指数将跌至 105。

4、加拿大统计局周三(29 日)公布，加拿大 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率升 3.7%，超经济学家预期，前值上升 3.3%。

此前，经济学家预计，该指数将上升 3.3%。加拿大 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月率升 0.7%，预期升 0.2%，前值升 0.3%。加拿

大 3月和 4月的通胀均为 3.3%，位于 30个月来高位。

最新大宗商品动态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29 日开盘 75.07， 最高 75.14，最低 74.45，收于

74.53，下跌 0.72%。

原油//////////

原油指数 29 日开盘 94.69， 最高 96.99 ，最低 94.18，收于

96.19，上涨 1.61%。

黄金（纽约金 08）//////////

纽约金 08 29 日开盘 1502.4 美元/盎司， 最高 1513.0 美元/盎

司，最低 1501.7 美元/盎司，收于 1510.4 美元/盎司，上涨

0.68%。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EU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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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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空预期再次出现，短线看跌。

大豆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4310 压力： 4530

中长建议： 观望

点评：
芝加哥豆市在 6 月 30 日 USDA 报告前已现止跌迹象，但交投谨慎反弹力度微弱；连盘豆

市 4380 至 4430 震荡有筑底之意，密切关注区域支撑情况，短期仍存反弹要求

豆粕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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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环境维稳，粕市收复 3280 至 3300 区域，但量能没有有效放大，3330 附近阻力严

重，未能有效突破则低位震荡

豆油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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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油在 9730 至 9830 区间遇支撑，支撑有效维持年内形态震荡，无效则打开新的下跌空

间；市场交投环境缓和，维持反弹，日内压力 10050 至 10080，关注仓量变动

棕榈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8680 压力： 8950

中长建议： 马盘棕油破位，中期棕油看淡

点评： 马盘棕油破位后整理，连棕 8680 处存在支撑，短期弱势反弹，上方压力 8850 至 8930

菜油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10000 压力： 10900

中长建议： 中期跟踪 5 日线偏多操作

点评： 10350 至 10330区域遇短期支撑，交投清淡限制反弹高度，压力 10400

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6620 压力： 6840

中长建议： 低位多单平仓止盈，新入场空单轻仓持有

点评：
受美糖提振大幅高开后多空平仓盘叠加，当前短线多头上攻意愿不强，空头表现平和，短

线或难逾越前反弹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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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麦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2755 压力： 2815

中长建议： 多单止损，高位获利空单可市价减仓

点评： 跌势出现趋缓信号，获利空单可少量减仓兑现盈利

棉花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22020 压力： 23000

中长建议： 阶段低位多单平仓，高位获利空单逢低减持

点评： 近弱远强，1 月合约放量报收抵抗性阳线，短线跌势告一段落，短线空单止盈

籼稻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2466 压力： 2511

中长建议： 2600 之上高位空单市价减仓止盈，暂不到抄底时机

点评： 交投重心向 1月合约转移，9月量能萎缩不具备深跌量能，获利空单可逢低分批平仓

玉米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2290 压力： 2350

中长建议： 多单减仓控制风险率，获利空单逢低平仓

点评： 急跌后报收子线为标准十字星的孕线形态给出弱势反转信号，短线空单宜止盈

铜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66000 压力： 690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空势不改，观望或轻仓试空。

点评：
受希腊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提振，LME 基本金属昨夜大涨，伦铜上破颈线位，或将提振沪铜

向 69000 点发动攻击

锌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7000 压力： 175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空势不改，高位可轻仓试空

点评：
受希腊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提振，LME 基本金属昨夜大涨，伦锌上破 2300 点，或将提振伦

锌向本轮震荡高点发动攻击

橡胶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29520 压力： 31700

中长建议： 微观基本面利空期价，中长期空势不改。

点评：
橡胶供求趋于宽松，主产国割胶顺利，而汽车行业产量下降，微观基本面利

空期价。短期或将跟随日胶反弹走势，呈震荡反弹格局，但空间不大。

沪铅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6900 压力： 17100

中长建议： 前期高位空单逢低减持

点评： 短期铅价在价格上升中成交有所增加，反弹力度亦不容忽视，短多轻仓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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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铝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17000 压力： 17200

中长建议： 前期高位空单逢低持有

点评： 外盘金属价格上扬提振，国内沪铝价格走强，短线多单轻仓介入。

燃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4900 压力： 5000

中长建议： 中线试探空单持有，止损 5000，短线 5000 逢高偏空操作

点评：
希腊危机缓解，市场略有松动，但长期滞涨担忧未改、避险情绪蔓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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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平走 支撑： 10400 压力： 10700

中长建议： 短线 10300 附近逢低偏多操作，中线暂时观望

点评：
担忧情绪继续蔓延，令连塑持续承压，虽未完全脱离近期震荡区间， 但已经初现突破迹

象，考验 L 前期低点附近支撑，明显抗跌，密切关注

PVC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7850 压力： 8000

中长建议： 短线 8000 附近逢高偏空操作，关注 7900 支撑

点评：
担忧情绪继续蔓延，令连塑持续承压，虽未完全脱离近期震荡区间， 但已经初现突破迹

象，考验前期低点 7900 附近支撑，密切关注

PTA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8700 压力： 9000

中长建议： 前期空单减仓后继续持有，不宜追空

点评：
均线遇阻令短期反弹力度有限，棉花下行压力不断，但近期持续破位、弱势明显，延续跌

势，后市继续密切关注，空单可继续持有但不宜追空

黄金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313.0 压力： 316.0

中长建议： 短线 316 附近 继续逢高偏空操作

点评：
相对主要货币其安全港作用并未动摇，长期涨势虽未改，但近期美元有走出震荡

转强迹象，黄金高位压力较重，短期面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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