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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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谘商会周二(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至44.5，7月修正后数据为59.2，初值为59.5。8月消费者信心指

数为2009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而且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中值52.0。报告还显示，谘商会8月现况指标自未经修正的35.7下滑至

33.3。

2、美联储(FED)周二(8月30日)公布的8月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在8月会议上考虑了一系列的政策行动以扶助经济，包括巩固前瞻

指引、资产购买和延长资产负债表平均年期，并考虑了史无前例的针对失业率或通胀率具体数字实施政策。

3、欧洲央行周二(8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6日当周，欧元系统黄金及应收黄金储备较前周减少400万欧元，至3,632.48

亿欧元。截至8月26日当周，欧元系统净外汇储备减少7.57亿欧元，至1,768.1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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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豆市：【豆市：【豆市：【豆市：高位整固多空争夺激烈，维持多头思路不变高位整固多空争夺激烈，维持多头思路不变高位整固多空争夺激烈，维持多头思路不变高位整固多空争夺激烈，维持多头思路不变】】】】

隔夜，芝加哥豆市刷新近三年的新高，突破性的图形，令技术买盘扶助价格延续升势；连盘市

场在年内高位区，短期多空争夺激烈，波幅放大；连豆持续放量增仓，围绕 4750 宽幅震荡，整固

后具备攻击新高的条件；连粕，昨日资金持仓流出，限制反弹高度，需关注资金回流和 3430 短期

突破情况，若不能做出突破，则多单减持；连豆油，仍强调双节旺季行情，日内未出现增量持仓

入场，短期上攻动能缺乏，而一旦出现增量资金入场，短期多头目标 10500 至 10550；总体而

言，新高在即，豆市油脂多空争夺激烈，即便短期价格出现反复，但仍不改多头思路，宜继续偏

多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棉花：郑棉【棉花：郑棉【棉花：郑棉【棉花：郑棉震荡偏多，依托震荡偏多，依托震荡偏多，依托震荡偏多，依托 5555 日均线操作日均线操作日均线操作日均线操作】】】】

郑棉主力1205合约周二继续小幅震荡上扬，5日均线对期价支撑作用显著。5日和10日均线坚挺

向上运行，KDJ指标迅速拐头，有向上黏合迹象。周线稳站5周均线之上，有上攻10周均线的可

能。量能有所增加，多空双方增持力度相当，博弈激烈。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持续回升，对期价有

一定的支撑作用，收储也将在9月1日启动，将提振市场信心。美棉指数收红三兵，盘出下降通道

上沿，尽管显弱势，期价震荡偏多的趋势不变。预计郑棉高开后小幅震荡，有上攻阶段高点的可

能。操作上多单可依托5日均线谨慎持有，日内短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资金加速撤离，【白糖：资金加速撤离，【白糖：资金加速撤离，【白糖：资金加速撤离，1111 月合约弱势不改】月合约弱势不改】月合约弱势不改】月合约弱势不改】

郑糖 1 月合约早盘上攻过程持续至 10:30，至 5 日均线附近明显承压，随后持仓锐减，加速下

跌，结合 5 月合约走势及资金进出，早盘上攻应定性为铺垫拉高出货；当前 9 月合约价格已基本

与主产区现货报价持平，二者震荡纠结，缺乏指引意义；ICE 原糖主力合约于 30 关口上攻未果，

短期下探难免；从郑糖盘后持仓变动看，万达期货单日减持 1 月合约多单过万手，且多数应低于

其持仓均价，加速撤离迁仓 5 月，当前 1 月合约 K 线组合及重要技术指标弱势不改，中线空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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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持有，5 月合约短线强势，7165 附近有短支撑，但短多不宜隔夜，稳健者跨月套利操作。（新

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逢低短多操作为主，关注逢低短多操作为主，关注逢低短多操作为主，关注逢低短多操作为主，关注 60606060 日线是否有效突破日线是否有效突破日线是否有效突破日线是否有效突破】】】】

周二早稻早盘高开，震荡收阳。消息面上，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十天中国西南大部分受旱

地区仍无有效降雨，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农业部 29 日亦表示，持续发展的西南干旱对农业特别

是秋粮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昨日早稻盘面增仓放量，有炒作资金介入嫌疑。从技术面看，

ER1201 延续前一交易日涨势，早盘期价一度拉伸至 2615 点，但随后震荡回落，上方压力不小，

后续密切关注 60 日线是否有效突破。今日早稻或将震荡偏强，逢低短多操作为主。（新纪元期货

研究所 张伟伟）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沪铜：【沪铜：【沪铜：【沪铜：68600686006860068600 一线压力仍存一线压力仍存一线压力仍存一线压力仍存 短线多单谨慎持有短线多单谨慎持有短线多单谨慎持有短线多单谨慎持有】】】】

铜市最新消息，智利 7 月铜产量同比下降 18%至 373,498 吨，印尼 Grasberg 矿可能面临罢工，

这两大消息令原本已经紧张的供需平衡进一步受压，伦铜周二小幅收涨。沪铜指数周二开盘跳空

高开在 20 日均线之上，而且全天运行于其之上，5 日均线和 10 日均线均拐头向上，MACD 指标

红柱继续拉长，期价短期或将继续向上修复，但上方 68600 一线压力仍存，建议短线多单继续谨

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铅：【沪铅：【沪铅：【沪铅：QE3QE3QE3QE3 预期增强预期增强预期增强预期增强 期价或震荡走高】期价或震荡走高】期价或震荡走高】期价或震荡走高】

美国 8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糟糕刺激 QE3 预期，隔夜外盘金属大幅收涨，受此影响今日沪

铅主力合约或继续沿 5 日均线上行，冲击 60 日均线， 但鉴于昨日上升动能有所衰竭，17000 关口

压制需谨慎，在上冲 17000 附近多单谨慎持有，支撑线为 16700。（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刘文莉）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日内减仓缩量，弱势震荡格局未改日内减仓缩量，弱势震荡格局未改日内减仓缩量，弱势震荡格局未改日内减仓缩量，弱势震荡格局未改】】】】

昨日螺纹主力合约 rb1201 受到金属整体走强的影响，平开高走，上探密集均线，受到压制，收

于一根小阳线，暂时维稳于 4800 一线上方。日内平仓获利盘增多，持仓量大幅减少。上方均线压

力依然明显，技术面弱势格局未改。国内钢市有疲弱迹象，钢厂报价稳中有跌，资金面收紧预期

亦不支持期价大幅上行；另一方面，原材料铁矿石成本高企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期价，期价下跌的

空间有限，短期内期价或将继续维持弱势震荡。建议投资者关注上方均线压力的突破情况，以日

内偏空操作为宜，中线投资者以观望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黄金：【黄金：【黄金：【黄金：QE3QE3QE3QE3 预期上升，黄金震荡上行】预期上升，黄金震荡上行】预期上升，黄金震荡上行】预期上升，黄金震荡上行】

美联储(FED)周二公布的 8 月会议记录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同意经济前景已经恶化到需要作

出回应，相信进一步实施货币政策对改善经济前景有重大作用，市场对 QE3 预期升温。周二(30

日)现货黄金上涨 2.64%，最高触及 1,839.50 美元/盎司，最低下探至 1,784.29 美元/盎司，收于

1,838.50 美元/盎司。另外，全球最大的黄金上市交易基金(ETF)—SPDR Gold Trust 昨日增仓 1.51

吨；周二是开斋节的第一天，中东地区在节日期间的黄金购买较为强劲。操作上，前期多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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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刘成博）

【橡胶：空单离场【橡胶：空单离场【橡胶：空单离场【橡胶：空单离场 伺机建立短线多单】伺机建立短线多单】伺机建立短线多单】伺机建立短线多单】

日本汽车恢复超预期，全年产量可能创历史新高。近期国内天胶库存均有所回升，日本天胶库

存创新高。上一交易日期价高开高走突破 34000，盘中多空双方均选择加仓。短期内沪胶冲高后

震荡整理，空单止盈离场，后市如果 1201 合约向上有效突破 34500，则建立多单，否则观望。下

方第一支撑位 34000，第二支撑位 33750。（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吴宏仁）

【【【【 LLDPELLDPELLDPELLDPE 原油推动短线续涨原油推动短线续涨原油推动短线续涨原油推动短线续涨】】】】

昨日连塑在外盘原油走高提振下高开高走，但受制于国内政策忧虑，在股市走弱拖累下自高

点回落，缩减涨幅，最终收于 11055，涨幅 1.52%，收盘价突破 11000 压力。昨日现货报价继续持

稳，市场销售未有起色，交易所库存继续小幅增加至 51015 吨，整体而言仍有压力。主要提振仍

来自外盘原油及美国政策预期。隔夜油价在美联储会议纪要所显示的 QE3 预期和以色列军舰抵达

埃及交界红海双重消息刺激下续涨，将为近日连塑继续带来提振。操作上建议，短期多单继续持

有，止损离场位暂时维持 10800 ，关注 11000 能否守稳，中长线可再观察一日 。（新纪元期货研

究所 陈小林）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冲高回落再探底，中线轻仓试多单】【股指期货：冲高回落再探底，中线轻仓试多单】【股指期货：冲高回落再探底，中线轻仓试多单】【股指期货：冲高回落再探底，中线轻仓试多单】

市场对补交保证金的担忧依然没有消散，昨日股指高开冲高回落，日内波幅超过2.5%，收盘价

跌破2840一线，阴线压力略显沉重。而应受此消息影响最大的银行股却是昨日为一个微涨的板

块，说明股指的下跌更多的是情绪的宣泄。A股连续两日资金净流出200亿，场内资金水平回到上

周长阳之前的水平，股市上涨还需增量资金的配合。而9月公开市场解禁资金3510亿，远高于1530

亿的补交款项，市场资金面实不需过分担忧。中期股指仍有上升动能。昨日多头主力观点较为一

致，而空头主力持仓变动意愿出现分歧，中证期货再减635手空单，对盘面压力或有所缓解。今日

股指或继续下探2800一线支撑，2840之下都可以逢低轻仓建立中线多单，指数回到2840以上短空

头寸离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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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 2011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

说明： 1、除特别备注，以下中长建议皆针对主力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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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止损位。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4700 压力： 4850

中长建议： 寻找季节性做多机会。

点评及建议：
隔夜美豆刷新近三年的新高，技术图形突破；连豆围绕4750高位震荡整固，稳

站4750，仍具备攻击新高的条件

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3250 压力： 3450

中长建议： 宏观不确定因素激增，但粕市迎接旺季，中期积极看涨

点评及建议：
连盘豆粕，昨因资金流出限制上攻高度；唯有仓量配合突破并站稳3430，则继

续维持多头思路，否则多单宜减持

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9900 压力： 10500

中长建议： 波段做多操作

点评及建议：
跳空上行突破10250，与本月初的下行跳空遥相呼应，双节旺季行情强势上演，

短期连盘豆油缺乏增量资金持仓，上攻动能不足；一旦得到仓量配合，则短期

目标10500至10550

棉花 日内预测： 高开 后震荡偏多 支撑： 21550 压力： 22000

中长建议： 试探性多单谨慎持有

点评及建议：

郑棉主力 1205 合约周二继续小幅震荡上扬，5 日均线对期价支撑作用显著。5

日和 10 日均线坚挺向上运行，KDJ 指标迅速拐头，有向上黏合迹象。周线稳站

5 周均线之上，有上攻 10 周均线的可能。量能有所增加，多空双方增持力度相

当，博弈激烈。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持续回升，对期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收储

也将在 9 月 1 日启动，将提振市场信心。美棉指数收红三兵，盘出下降通道上

沿，尽管显弱势，期价震荡偏多的趋势不变。预计郑棉高开后小幅震荡，有上

攻阶段高点的可能。操作上多单可依托 5 日均线谨慎持有，日内短多。

白糖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7060 压力： 7315

中长建议： 近月空单持有，关注 1、5 合约套利机会。

点评及建议：

资金加速撤离 1 月流入 5 月，1 月合约午盘持仓锐减，早盘震荡走高过程应界定

为主力铺垫拉高出货，当前 1201K 线组合及多技术指标均疲弱不改，建议空单

持有，5 月短线强势，稳健者套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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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368 压力： 2412

中长建议： 多单市价保护性止盈，试探性空单持有。

点评及建议：
冲高回落，量能缩减，逼近 2400 短线压力显著，建议短多头寸逢冲高分批止

盈，未有效突破 2405 则试探性空单持有。

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2660 压力： 2720

中长建议： 中线观望

点评及建议：
周二强麦期货震荡收小阴线，多空持仓都减少，资金关注度不高，预计短期强

麦期货大幅反弹可能性不大。今日期价或将维持震荡，日内短线操作为主。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2579 压力： 2625

中长建议： 中线暂时观望

点评及建议：

周二早稻早盘高开，震荡收阳。消息面上，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十天中国

西南大部分受旱地区仍无有效降雨，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农业部29日表示，

持续发展的西南干旱对农业特别是秋粮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昨日早稻增仓放

量，有炒作资金介入嫌疑。从技术面看，ER1201延续前一交易日涨势，早盘期

价一段拉伸至2615点，但随后震荡回落，上方压力不小，后续密切关注60日线

是否有效突破。今日早稻或将震荡偏强，逢低短多操作为主。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震荡上行 支撑： 67000 压力： 68600

中长建议： 中线继续观望

点评：

智利 7 月铜产量同比下降 18%以及印尼 Grasberg 矿可能面临罢工的传闻令原本

已经紧张的供需平衡进一步受压，期价短期或将继续向上修复，但 68600 一线

压力仍存，建议短线多单继续谨慎持有。

锌 日内预测： 震荡上行 支撑： 17000 压力： 17500

中长建议： 中线继续观望

点评：
伦锌已突破前期震荡区间，沪锌或将紧跟其后，短期锌价或将继续继续上攻，

短线多单可继续谨慎持有。

铝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7300 压力： 17600

中长建议：
央行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后期紧缩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

大，等待震荡区间向上突破，逢低入多。

点评及建议： 轻仓短线逢低入多，等待方向突破。

铅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6700 压力： 17000

中长建议： 外盘提振今日高开上冲 60 日均线多单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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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及建议：

美国 8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糟糕刺激 QE3 预期，隔夜外盘金属大幅收涨，

受此影响今日沪铅主力合约或继续沿 5 日均线上行，冲击 60 日均线， 但鉴于昨

日上升动能有所衰竭，17000 关口压制仍需谨慎。在上冲 17000 附近多单谨慎持

有。

螺纹钢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4750 压力： 4850

中长建议： 期价无明确方向，中线投资者以观望为主。

点评：

基本面上钢厂报价稳中有跌，铁矿石价格坚挺支撑期价；技术面上上方均线

压力依然明显，期价弱势震荡的格局未改，建议投资者在 4750-4850 区间内日

内短线操作。

黄金 日内预测： 震荡上行 支撑： 370 压力： 380

中长建议： 避险保值需求仍在，中长期涨势不改

点评及建议：

美联储(FED)周二公布的 8 月会议记录显示，其考虑采取非常规措施刺激经济

增长，市场对 QE3 预期升温，国际金价震荡上行。中长期来看，避险和保值的

需求仍在，这将对金价中长期走势形成有力的支撑。操作上，前期多单继续持

有。

橡胶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34000 压力： 34500

中长建议： 微观基本面利空期价，中长期空势不改

点评及建议：

日本汽车恢复超预期，全年产量可能创历史新高。近期国内天胶库存均有

所回升，日本天胶库存创新高。上一交易日期价高开高走突破 34000，盘中多空

双方均选择加仓。短期内沪胶冲高后震荡整理，空单止盈离场，后市如果 1201

合约向上有效突破 34500，则建立多单，否则观望。下方第一支撑位 34000，第

二支撑位 33750。

塑料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0800 压力： 11200

中长建议：
操作上建议，短期多单继续持有，止损离场位暂时维持 10800，关注 11000能

否守稳，中长线可再观察一日

点评及建议：
隔夜油价在美联储会议纪要所显示的 QE3 预期和以色列军舰抵达埃及交界红海

双重消息刺激下续涨，将为近日连塑继续带来提振。

PVC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7800 压力： 8000

中长建议： 逢低偏多操作

点评及建议： 总体交投依然清淡，受系统性风险主导，但非热点品种，建议少量参与。

PTA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9900 压力： 10250

中长建议： 多单谨慎持有，空单逢低获利了结或止损

点评及建议：

周二 PTA 收高位阴线十字星，5日与10日均线黏合，期价再度站上5日均线。

KDJ 指标拐头向上。多头增持头寸力度较大。原油指数周二晚间向上突破，涨

幅达1.59美元。预计 PTA 日内小幅高开后震荡的可能性较大，多单可继续谨慎

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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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金融产品金融产品金融产品
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探底回升 支撑： 2780 压力： 2880

中长建议：
指数跳空下破斜拉颈线，2700附近支撑存疑，多单离场观望。等待出现见底迹

象后再寻机入场。

点评及建议：

股指冲高回落，跌破2840一带，短期还有下探消化利空的需要。市场存量资金

回到上周四长阳线之前水平。中证期货空单再减635手，且空头出现认识分歧。

今日指数不破2840短空可以谨慎持有；中线做多者在2840以下，可以震荡时轻

仓建立多单。跌破2750止损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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