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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际财经信息最新国际财经信息最新国际财经信息最新国际财经信息
1、美国商务部周二(5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 5 月扣除飞机非国防资本耐用品订单修正值月率上升 1.6%，初值上升

1.6%。报告还显示，商务部将 5 月份耐用品订单向上修正为增长 2.1%，初值为增长 1.9%。当月非耐用品订单下降

0.2%。

2、瑞典央行(Riksbank)周二(5 日)宣布，将本国基准利率(7 天期基准回购利率)提高 25 个基点至 2.0%，符合市场预期。

瑞典央行还表示，维持未来回购利率预期不变。是瑞典央行年内第七次上调基准回购利率

3、欧元区 6 月 Markit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指数终值为 53.7，创 8 个月以来最低水平，且低于预期的 54.2，5 月

为 54.2。

4、英国 6 月 Markit/CIPS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小升至 53.9，高于分析师原本预计的 53.5，但低于长期均值，该

指数 5 月则触及三个月低点 53.8。

最新大宗商品动态最新大宗商品动态最新大宗商品动态最新大宗商品动态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5 日开盘 74.25， 最高 74.74，最低 74.25，收于 74.64，上

涨 0.53%。

原油//////////
原油指数 5 日开盘 96.44， 最高 98.75，最低 96.08，收于 98.34，上

涨 1.85%。

黄金（纽约金 08）//////////
纽约金 08 5 日开盘 1495.7 美元/盎司， 最高 1516.5 美元/盎司，最

低 1494.0 美元/盎司，收于 1512.7 美元/盎司，上涨 1.08%。

http://www.fx678.com/News/CentralBank/PBC.html
http://www.fx678.com/indexs/MainInterest.html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EU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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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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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 支撑： 2900 压力： 3300

中长建议： 建仓多单等反弹。

点评： 反弹之后再次需要震荡整固

大豆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4310 压力： 4530

中长建议： 寻找季节性做多机会

点评：
连盘豆市仍 4390 至 4400 区域支撑显著，稳站 4430 则震荡筑底行情得到巩固，多单轻仓

持有，关注 60 日均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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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0 至 3300 区域支撑显著，多空争夺激烈，并加速移仓至 1205 合约，1201 合约

3290 支撑极为关键，若支撑无效，则短期陷入寻底，支撑有效，具备再次挑战 3330 压力

的动力

豆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9800 压力： 10500

中长建议： 波段操作

点评：
豆油依托 9730 至 9830 区间支撑，日内 10050 未能站稳，则多单务必谨慎，若站稳，则依

然坚持反弹波动操作思路

棕榈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8680 压力： 8950

中长建议： 马盘棕油破位，中期棕油看淡

点评：
关注马来西亚棕油能否企稳，连棕支撑 8800 至 8820 区域，支撑有效多单持有，否则多单

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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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0 至 10430 区域支撑有效，则做多机会依然可期，逢低入多，日内压力 10490

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6822 压力： 7041

中长建议： 低位多单逢冲高减仓锁利，站稳 6915 新入场空单减持控制风险

点评： 反弹强势纵深发展，日内参考国储糖抛售情况作短炒依据，6950 之上不建议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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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麦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2761 压力： 2815

中长建议： 多单止损，高位获利空单可市价减仓

点评： 下跌通道角度转缓，高位获利充分空单可减持锁利

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1650 压力： 22330

中长建议： 多单平仓止损，高位获利空单逢低减持

点评：
美棉盘间跳水下探新低，郑棉连攻 10 日线不破，23000 短压凸显，昨日空头主力增仓占

优，将考验前低点支撑

籼稻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2461 压力：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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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换月提速，资金流出、流入合约走势均偏弱，9 月合约地量成交，操作重心应平稳向

1 月合约过渡

玉米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2256 压力： 2307

中长建议： 多单减仓控制风险率，获利空单逢低平仓

点评： 增仓缩量报收类锤形线形态，震荡上行回补缺口或延续，获利空单逐步平仓

铜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70000 压力： 740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空势不改，建议继续观望。

点评：
沪铜上破前段时间的震荡区间，步入另外一个震荡密集区 70000-73000，建议观望或短线

操作。

锌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7500 压力： 187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空势不改，建议继续观望

点评： 伦锌七连阳，提振沪锌继续反弹，建议观望或短线操作。

橡胶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32760 压力： 3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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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胶短期短期大幅反弹后面临前期高点33670一线的阻

挡，在此位置呈震荡整理或小幅回落的概率较大，但整理后上破此位置的概率较大。

沪铅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7200 压力： 17400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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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短期上行前期压力位遇阻回落风险加大， 多单及时止盈。

沪铝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7200 压力： 17400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减持

点评： 短期大幅上涨于强压力位，回调风险加大，多单及时止盈

螺纹钢 日内预测： 平开低走 支撑： 4760 压力： 4820

中长建议： 4800 以上高位空单继续持有

点评：
上方压力依然较强，期价冲高回落，上行动能衰竭，限制了期价的上涨幅度，短期内前期

多单注意风险，可逢高止盈离场。

燃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4900 压力： 50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离场，短线 5000 附近逢高偏空操作，5000 上方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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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平走 支撑： 10900 压力： 11300

中长建议： 多单继续持有，不宜追多，逢低加仓

点评：
国内政策转暖预期加强，集中检修推升价格，强势现突破站上 11000，面临前期缺口压力

且仓单未减，继续多头持有但不宜追多

PVC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8000 压力： 8200

中长建议： 前期空单减仓离场，中线暂时观望，短线逢低偏多操作

点评：
政策担忧情绪缓解，虽未完全脱离近期震荡区间， 但受塑料走强提振，已经初现突破迹

象，考验前期阶段高点 8300 压力，密切关注

PTA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8700 压力：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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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平走 支撑： 310.0 压力：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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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