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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际财经信息
1、欧元区财长会议周六(2日)决定在 7月 15日之前向希腊拨付金额为 120 亿欧元的第五批贷款，以帮助希腊支付 7月

到期的债务及利息，进而避免出现债务违约。据悉，在 120 亿欧元的救助金额中，欧盟承担 87 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承担 33 亿欧元。

2、据周五(1日)发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报告称，美国 6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自 6月初的 71.8 下修为

71.5，5 月底该指数为 74.3，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71.9。6 月底，密歇根大学现状指数自之前的 79.6 升至 82.0；而预

期指数自之前的 66.8 下滑至 64.8。

3、美国商务部周五(7月 1日)公布，美国 5月建筑支出月率下降 0.6%，至 7,535 亿美元，预估为持平，4月数据修正

为下降 0.6%，初值上升 0.4%。

最新大宗商品动态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1日开盘 74.5， 最高 74.69，最低 74.20，收于 74.28，

下跌 0.3%。

原油//////////

原油指数 1日开盘 96.61， 最高 96.67，最低 95.17，收于

96.54，下跌 0.39%。

黄金（纽约金 08）//////////

纽约金 08 1 日开盘 1501.5 美元/盎司， 最高 1502.8 美元/盎司，

最低 1482.6 美元/盎司，收于 1482.6 美元/盎司，下跌 1.34%。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EUR.html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EUR.html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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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 支撑： 2900 压力： 3300

中长建议： 建仓多单等反弹。

点评： 震荡整固后面临上攻。

大豆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4310 压力： 4530

中长建议： 观望

点评：
美国独立日，芝加哥市场休市一天；连盘豆市仍 4390 至 4400 区域支撑显著，短期面临反

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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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粕市关注 3280 至 3300区域支撑显著，短期面临反弹，上方压力 3330

豆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9800 压力： 10500

中长建议： 观望

点评： 豆油在 9730 至 9830区间遇支撑，短期面临反弹，上方压力 10050，支撑 9950

棕榈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8680 压力： 8950

中长建议： 马盘棕油破位，中期棕油看淡

点评：
马盘棕油盘尾跳水陷入寻底，连棕 9700 存在支撑，有效破位，可尝试抛空，而未有效破

位，不宜追空，存在反弹要求

菜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0000 压力： 10900

中长建议： 中期跟踪 5 日线偏多操作

点评： 菜油短期面临反弹，支撑 10300，压力 10430

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6690 压力： 6905

中长建议： 低位多单逢冲高减持，未突破 6915 新入场空单轻仓持有

点评： 隔夜 ICE 原糖强势报收对攻阳线，郑糖将高开挑战 6840 压力，突破则短空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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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麦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2745 压力： 2799

中长建议： 多单止损，高位获利空单可市价减仓

点评：
日内短线渐有多单托底买入，强势下跌短线有望向低位横盘转化，获利短空可开始分批平

仓

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1625 压力： 23055

中长建议： 多单平仓止损，高位获利空单逢低减持

点评： 内外盘同步弱势下探，郑棉主力净空持仓优势扩大，23000 之下宜短空操作

籼稻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2455 压力： 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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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平稳运行于下行通道线压制之下，短线成交不活跃，持有空单

玉米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2235 压力： 2303

中长建议： 多单减仓控制风险率，获利空单逢低平仓

点评： 出现下跌中继缺口，预计短线难全回补，维持偏空操作思路

铜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69000 压力： 705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空势不改，观望或轻仓试空。

点评： 反弹的同时风险在积聚，做多需谨慎

锌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7500 压力： 180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空势不改，高位可轻仓试空

点评： 反弹的同时风险在积聚，做多需谨慎

橡胶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31330 压力： 32620

中长建议： 微观基本面利空期价，中长期空势不改。

点评：

市场流传政府将出台鼓励汽车消费的新政策，国际市场合成橡胶价格大涨，

此两因素对天胶的短期期价构成利好支持。沪胶短期或将跟随日胶反弹走势，呈

震荡反弹格局。

沪铅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17100 压力： 17400

中长建议： 空单谨慎持有

点评： K线形态上下影线比上影线长，短期多头重拾信心也将支撑铅价进一步向上反弹，可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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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低入多机会。但不宜过分追高。

沪铝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7100 压力： 17300

中长建议： 前期高位空单逢高加空

点评： 短线多单逢高减持。

燃油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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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偏空，后市政策动向仍是关键

连塑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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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开平走 支撑： 7900 压力： 8100

中长建议： 前期空单减仓离场，中线暂时观望

点评：
担忧情绪继续蔓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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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开平走 支撑： 8700 压力： 9000

中长建议： 前期空单减仓离场，中线暂时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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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开低走 支撑： 308.0 压力： 310.0

中长建议： 继续逢高偏空操作 中线空单继续持有

点评：
紧缩政策效果显现、欧美经济疲弱，通胀忧虑情绪改善，加之欧元债务危机略有

改善，黄金高位压力较重，短期面临压力，回调要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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