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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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周三(10月12日)在华盛顿公布9月20-21日会议纪要时表示，一些官员希望保持进一步的资产购买选项来刺激经济，因决

策者认为美国能否重拾经济增长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多数官员认为当前情势需要进一步宽松政策，一些委员支持保留

QE3选项，几位委员希望对经济状况阐述的更清楚，以令维持非常低利率的理由更加充足。

2、斯洛伐克政府最大对立党派和议会最大党派社会民主党主席费科称，议会将最晚在14日投票批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调

整计划。

3、希腊财政部周三(10月12日)公布，希腊2011年前9个月的预算赤字较去年同期水平上升15%，经济衰退恐甚于预期。数据显示，

希腊今年1至9月的预算赤字从去年同期的赤字166.5亿欧元上升为赤字191.6亿欧元，略低于预期的192.4亿欧元。

4、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周三(10月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应对当前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路

线图”。巴罗佐提出的“路线图”内容包括：果断采取行动援助希腊，以消除人们对希腊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强欧元区的干预能

力，包括提高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效率和扩大欧洲稳定机制的援助规模；欧洲各银行之间充分加强协调与合作；采取有利于维护

稳定和促进增长的政策；欧元区各国协同行动，争取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经济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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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USDAUSDAUSDA 供需报告偏好，豆市持续反弹】供需报告偏好，豆市持续反弹】供需报告偏好，豆市持续反弹】供需报告偏好，豆市持续反弹】

USDA10 月份谷物库存报告尘埃落定，该报告显示，美国 2011/12 年度大豆单产预估下调至

每英亩 41.5 蒲式耳，产量预估下调至 30.6 亿蒲式耳，期末库存预估下调至 1.6 亿蒲式耳，并均低

于市场预期值，这些数据对 CBOT 大豆市场形成利好提振。而小麦玉米等其他谷物库存报告意外

利空，限制美盘大豆反弹高度。连盘大豆突破 10 日均线，摆脱一个月以来的下降趋势，技术转

强，阶段性底部特征显现，短期压力 4355，日内支撑 4290；豆粕减仓超 10 万，以主力空头头寸

大幅离场为标志，豆粕止跌于 2900 点附近，反弹行情已经开始；豆油站稳 9200 点，低位多单可

以尝试持有。良好的供需数据和技术强势特征背景下，奠定豆类市场震荡盘升的基础，日内偏多

操作，低位多单可持。（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USDAUSDAUSDAUSDA 报告利空引美棉大跌，郑棉操作上空单持有报告利空引美棉大跌，郑棉操作上空单持有报告利空引美棉大跌，郑棉操作上空单持有报告利空引美棉大跌，郑棉操作上空单持有】】】】

周三，郑棉主力 1205 合约开盘大跌，随后逐步拉升。日 K 线呈长下影小阳线，站上 10 日均

线。量能在日内有所回升。技术上看，MACD 指标中两线聚拢，绿柱缩小，KDJ 指标三线向上运

行。周三晚间，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中上调全球 2011/12 年度棉花年末库存预估至 5483 万

包，上个月预估为 5191 万包，上调全球棉花产量预估至 1.2419 亿包，上个月预估为 1.2296 亿

包，并下调全球棉花消费量预估至 1.1438 亿包，上个月预估为 1.1522 亿包。本月报告利空于市

场，ICE 棉花期货立即跳水，12 月合约下滑 2.27 美分。预计郑棉日内低开低走的概率大，操作上

建议前期空单轻仓持有，试探性多单逢高离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多空资金表现保守，反弹或放缓角度】【白糖：多空资金表现保守，反弹或放缓角度】【白糖：多空资金表现保守，反弹或放缓角度】【白糖：多空资金表现保守，反弹或放缓角度】

http://www.fx678.com/News/CentralBank/FED.html
http://www.fx678.com/indexs/MainInterest.html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EUR.html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EU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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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对攻回应性质的“一阳指”长阳线超预期收复前日跌幅，期货板块涨幅居前，大宗商品反

弹共振，郑糖 5 月微跌 32 点报收 6774，日线小阳勉力守住短期均线支撑，仓减量缩，表现平

静；资金方面，继浙江永安之后，多头主力珠江期货大幅减持近万手，空头一方零星减持，双方

情绪均较为保守；批发市场及传统现货窄幅震荡无指向性意义，坊间再起国储抛售传闻，无形中

增大投资者观望情绪，综合 K 线排列及其与均线系统的相对关系，后市反弹放缓角度的概率较

大，建议短多持有不加仓，5 月合约参考保护性止盈位 6675，中线策略不改。（（新纪元期货研究

所 高岩）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日内短线日内短线日内短线日内短线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周三强麦窄幅震荡，盘终收阴。现货方面，山东地区小麦市场价格以稳中略涨为主。昨日举行

的国储小麦竞价销售交易会，成交大幅提高，市场需求趋旺。从技术上看，WS1201 合约日 K 线

报收小阴线，期价虽仍运行于均线系统下方，但已上破前期下跌趋势线，期价或将震荡企稳，但

仍需进一步确认。隔夜美国农业部意外大幅上调库存预估，导致美麦大幅收跌，今日强麦或将低

开震荡，但下行空间有限，日内短线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张伟伟）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锌：【铜锌：【铜锌：【铜锌：短期反弹尚未结束，建议继续观望等待抛空机会短期反弹尚未结束，建议继续观望等待抛空机会短期反弹尚未结束，建议继续观望等待抛空机会短期反弹尚未结束，建议继续观望等待抛空机会】】】】

欧洲债务危机应对计划提振基本金属，伦铜伦锌周三均反弹收涨，同时，市场对亚洲需求上升

的预期也利好期铜，伦铜昨夜以 2.81%的涨幅领涨伦敦金属市场。沪铜沪锌周三也均低开高走收

阳线，技术上，伦铜伦锌上方 20 日均线压制较重，下方 10 日均线处支撑明显，沪铜沪锌昨日再

次站稳于 5 日均线上方，沪铜上方暂受 10 日均线压制，而沪锌已成功上穿 10 日均线，短期反弹

尚未结束，建议继续观望等待抛空机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铅：欧债前景改善施压美元，偏多思路操作】【沪铅：欧债前景改善施压美元，偏多思路操作】【沪铅：欧债前景改善施压美元，偏多思路操作】【沪铅：欧债前景改善施压美元，偏多思路操作】

欧元区数据好于预期以及欧盟提出 5 大政策解决欧债危机新建议，提振了市场情绪，从而施压

美元走低，昨夜外盘伦铅大幅走高，受此影响今日沪铅势必走强，建议投资者前期空单谨慎持

有，逢低可适当减仓，未入场者可进行短多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钢材基本面并无明显利好因素支撑，或将延续弱势震荡钢材基本面并无明显利好因素支撑，或将延续弱势震荡钢材基本面并无明显利好因素支撑，或将延续弱势震荡钢材基本面并无明显利好因素支撑，或将延续弱势震荡】】】】

昨日螺纹主力合约 1201 快速下探，创下年内新低 4225 点后，受到股市大幅走高的影响，提振

市场信心，期价逐步拉升，成交量大幅增加，收长下影线的中阳线。技术面上，KDJ 低位“金

叉”后向上运行，MACD 指标中 DIFF 线低位回升。基本面上房地产需求并未好转，9 月下旬粗

钢产量继续增加，原材料铁矿石价格继续走低，钢材库存压力依然较大。沪钢反弹力度较弱，短

期内或延续弱势整荡，建议投资者上方 10 日均线的压力情况，短线维持偏多思路，中线空单可继

续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黄金：美指回落，金价走强】【黄金：美指回落，金价走强】【黄金：美指回落，金价走强】【黄金：美指回落，金价走强】

因斯洛伐克执政联盟的三个政党与反对党达成一致，将批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扩容计划；欧盟

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12 日提出应对当前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路线图”， 市场对欧债危机的担忧情绪

减缓，从而打压美元。 另外，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12 日公布的 9 月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在 9

http://www.cngrain.com/Info/AreaIndex/%E5%B1%B1%E4%B8%9C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US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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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会议上考虑了包括购买国债在内的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以便在经济成长放缓时放宽融资条件，

也提振了金价。近日需密切关注国际金价能否向上有效突破三角形形态，如能有效突破可建立试

探性多单，如金价横盘整理则继续观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刘成博）

【橡胶：日内或延续反弹】【橡胶：日内或延续反弹】【橡胶：日内或延续反弹】【橡胶：日内或延续反弹】

全球 9 月汽车销售喜忧参半。近期泰国暴雨影响天胶产量及运输。印度 9 月橡胶进口下滑 73%

至 9099 吨。印尼表示支持泰国的减产保价措施，但马来西亚种植面积扩大或增产。昨日沪胶低开

高走，收盘涨 1.56%。1201 合约上方阻力位 29800，下方支撑位为 26600，日内期价有望延续反

弹，中线空单可部分逢低止盈以防后市继续反弹；中长线偏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吴宏仁）

【【【【 LLDPELLDPELLDPELLDPE::::滞涨滞跌滞涨滞跌滞涨滞跌滞涨滞跌 短线区间操作短线区间操作短线区间操作短线区间操作】】】】

昨日连塑主力开盘后略有下探，随后持续在 A 股拉升推动下追随商品整体走强上行，但期价涨

至 9400 点附近展开震荡盘整，直至收盘。盘终收于小幅十字星阳线，期价较昨日上涨 30 元/手，

市场成交气氛良好，但力度上相对其他商品依旧偏弱。隔夜油价结束了连续五个交易日的涨势，

接连两个交易日在每桶 85 美元附近波动，显示利多基本消化后 85 上方压力逐步显现，若进一步

上行需要较强利多推动，目前来看，市场后续的利多主要集中于德法的政策细节和美联储政策的

推进。短期内恐难以对连续形成明显提振，连塑低位震荡格局可能进一步延续。操作上 9150-

9600 短线区间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陈小林）

【【【【 PTA:PTA:PTA:PTA:维持震荡格局维持震荡格局维持震荡格局维持震荡格局 短线区间操作短线区间操作短线区间操作短线区间操作 】】】】

昨日郑州 PTA 主力 1201 合约下跌 0.05%，报每吨 8880 元，日内受到股市走强提振呈现探底

回升走势，总体维持 8500-9000 的震荡走势，目前下游涤丝行情回暖，库存偏低给市场带来一定

支撑。隔夜油价结束上涨，维持 85 美元震荡，上方主要均线压力密集，短期内在无明显利好提振

下恐有短调要求，美棉则大幅下行，将给国内棉花带来压力，拖累 PTA 走势，总体而言 PTA 继

续维持震荡的可能性较高，建议继续 8500-9000 的区间操作，可区间外止损观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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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延续，等待政策底】【股指期货：弱势延续，等待政策底】【股指期货：弱势延续，等待政策底】【股指期货：弱势延续，等待政策底】

期指周三大幅上涨，人气得到调动，反弹势头还有上冲可能。前期利好在麻木后终于得到爆

发，可密切关注后续政策动向，如果利好出现则做反转，否则以反弹对待。（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席卫东）

【股指期货：股指反弹有待进一步观察市场量能】【股指期货：股指反弹有待进一步观察市场量能】【股指期货：股指反弹有待进一步观察市场量能】【股指期货：股指反弹有待进一步观察市场量能】

昨日股指略微低开，上证指数触及2319一线后快速反弹。指数大涨3.05%，形成阳包阴之势，市

场有望形成短期底部，2500或能形成一定支撑。本周央行公开操作较为频繁，央行重启3年期央

票，发行额度200亿，且Shibar短期利率回落较大，显示市场资金面相对宽松，利好股指短线反

弹。但昨日反弹更多是技术层面，反弹能否持续还要看今日市场量能是否支持。操作上，空单保

护性止盈，多单谨慎持有，回落5日均线之下离场观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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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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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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反弹 支撑： 4290 压力： 4450

中长建议： 空单止盈，多单背靠4200入场

点评及建议：
USDA 供需数据利好，芝加哥豆市持续反弹。连豆突破10日均线，低位多单持

有，日内压力4355

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2950 压力： 3450

中长建议： 未跌破2900空单止盈

点评及建议：
主力空单大幅离场锁利，连盘粕市突破3000关口，短期面临反复，维持反弹思

路

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9200 压力： 9800

中长建议： 9000点关口成支撑，空单锁利，中期反弹

点评及建议：
豆油持仓变动显示，主力持仓偏向于反弹，日内将测试 10日线压力，反弹未终

结

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20000 压力： 21200

中长建议： 空单轻仓观望，尝试性多单逢高出场。

点评及建议：

周三，郑棉主力 1205 合约开盘大跌，随后逐步拉升。日 K 线呈长下影小阳线，

站上 10 日均线。量能在日内有所回升。技术上看，MACD 指标中两线聚拢，

绿柱缩小，KDJ 指标三线向上运行。周三晚间，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中上

调全球 2011/12 年度棉花年末库存预估至 5483 万包，上个月预估为 5191 万

包，上调全球棉花产量预估至 1.2419 亿包，上个月预估为 1.2296 亿包，并下调

全球棉花消费量预估至 1.1438 亿包，上个月预估为 1.1522 亿包。本月报告利空

于市场，ICE 棉花期货立即跳水，12 月合约下滑 2.27 美分。预计郑棉日内低开

低走的概率大，操作上建议前期空单轻仓持有，试探性多单逢高离场。

白糖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6600 压力： 6925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逢低分批止盈，中线建多时机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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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及建议：

沪指对攻回应性长阳有效提振商品市场，郑糖低开温和走高表现平静，日线小

阳勉力守住 5 日线，多头主力珠江减持明显，多空双方均表现保守，结合 K 线

及其与均线系统的关系，后市反弹角度趋缓概率较大，短多持有不加仓为宜。

玉米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2190 压力： 2277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适量减仓锁定盈利。

点评及建议：

大跌之后多头反攻意愿升温，日线呈子线十字星孕线组合，短线反弹修正或将

延续，建议多头资金持仓变动，不看好反弹持久度及力度，短空可止盈，中线

空单少量持有。

强麦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2478 压力： 2565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离场

点评及建议：

周三强麦窄幅震荡，盘终收阴。现货方面，山东地区小麦市场价格以稳中略涨

为主。昨日举行的国储小麦竞价销售交易会，成交大幅提高，市场需求趋旺。

从技术上看，WS1201 合约日 K 线报收小阴线，期价虽仍运行于均线系统下

方，但已上破前期下跌趋势线，期价或将震荡企稳，但仍需进一步确认。隔夜

美国农业部意外大幅上调库存预估，导致美麦大幅收跌，今日强麦或将低开震

荡，但下行空间有限，日内短线操作。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2440 压力： 2520

中长建议： 暂时观望

点评及建议：

周三早稻早盘小幅高开，盘中宽幅震荡，终盘收涨。从技术面看，ER1201合约

日 K 线收小阳线，收盘价虽上升至5日均线上方，但均线系统呈向下发散形态，

技术面仍偏弱，短期内反弹空间有限，仍以低位震荡为主。日内短线操作为

主。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54200 压力： 57000

中长建议： 轻仓空单继续持有

点评：

欧洲债务危机应对计划提振基本金属，同时，市场对亚洲需求上升的预期也利

好期铜，伦铜昨夜以 2.81%的涨幅领涨伦敦金属市场。技术上，伦铜上方 20 日

均线压制较重，下方 10 日均线处支撑明显，沪铜昨日再次站稳于 5 日均线上

方，上方暂受 10 日均线压制，短期反弹尚未结束，建议继续观望等待抛空机

会。

锌 日内预测： 继续反弹 支撑： 15000 压力： 16000

中长建议： 轻仓空单继续持有

点评：

欧洲债务危机应对计划提振锌价，伦锌周三反弹收涨。技术上，伦锌上方 20 日

均线压制较重，下方 10 日均线处支撑明显，沪锌昨日再次站稳于 5 日均线上

方，且 5 日均线上穿 10 日均线，MACD 指标绿柱继续缩短，短期反弹尚未结

http://www.cngrain.com/Info/AreaIndex/%E5%B1%B1%E4%B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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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建议中线空单轻仓持有，短线继续观望等待抛空机会。

铝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16200 压力： 16900

中长建议： 期价运行于均线族偏下，走势较弱，偏空思路操作。

点评及建议：

欧债问题趋缓，进而施压美元致使美元指数大幅走低，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

价格大幅走高，沪铝也不例外今日或将继续反弹，建议投资者长期空单谨慎持

有，短线可短多操作。

铅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14000 压力： 15370

中长建议： 期价运行于均线族下方，整体表现弱势，偏空思路操作。

点评及建议：

欧元区数据好于预期以及欧盟提出 5 大政策解决欧债危机新建议，提振了市场

情绪，从而施压美元走低，昨夜外盘伦铅大幅走高，受此影响今日沪铅势必走

强，建议投资者前期空单谨慎持有，逢低可适当减仓，未入场者可进行短多操

作。

螺纹钢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4300 压力： 4400

中长建议： 钢材自身基本面偏弱，中线空单继续持有。

点评：
昨日期价受到股市提振，探底回升。钢材自身基本面并无转好，缺乏利好因

素的支撑，技术面上 10 日均线的压力仍在，短线维持日内偏多思路。

黄金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340 压力： 350

中长建议： 避险保值需求仍在，中长期涨势不改

点评及建议：

欧元区好消息频出，担忧情绪缓解，受此影响美元指数走弱，金价走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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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需密切关注国际金价能否向上有效突破三角形形态，如能有效突破可建立试探

性多单，如金价回落则继续观望。

橡胶 日内预测： 偏强 支撑： 27500 压力： 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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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9 月汽车销售喜忧参半。近期泰国暴雨影响天胶产量及运输。印度 9

月橡胶进口下滑 73%至 9099 吨。印尼表示支持泰国的减产保价措施，但马来西

亚种植面积扩大或增产。昨日沪胶低开高走，收盘涨 1.56%。1201 合约上方阻

力位 29800，下方支撑位为 26600，日内期价有望延续反弹，中线空单可部分逢

低止盈以防后市继续反弹；中长线偏空。

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9250 压力： 9600

中长建议： 操作上 9150-9600 短线区间操作

点评及建议：

隔夜油价结束了连续五个交易日的涨势，目前来看，市场后续的利多主要集中

于德法的政策细节和美联储政策的推进。短期内恐难以对连续形成明显提振，

连塑低位震荡格局可能进一步延续。

PTA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8500 压力： 9000

中长建议： 8500-9000 区间择机操作、区间外止损

点评及建议：
目前下游涤丝行情回暖，库存偏低给市场带来一定支撑。隔夜油价结束上涨，

维持 85 美元震荡，上方主要均线压力密集，短期内在无明显利好提振下恐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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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要求，美棉则大幅下行，将给国内棉花打来压力，拖累 PTA 走势，总体而言

PTA继续维持震荡的可能性较高。

金融产品金融产品金融产品金融产品
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2570 压力： 2700

中长建议： 股指破位寻底，国内外市场忧虑重重，股指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点评及建议：

昨日股指略微低开，上证指数触及2319一线后快速反弹。指数大涨3.05%，形成

阳包阴之势，市场有望形成短期底部，2500或能形成一定支撑。本周央行公开

操作较为频繁，央行重启3年期央票，发行额度200亿，且 Shibar 短期利率回落

较大，显示市场资金面相对宽松，利好股指短线反弹。但昨日反弹更多是技术

层面，反弹能否持续还要看今日市场量能是否支持。操作上，空单保护性止

盈，多单谨慎持有，回落5日均线之下离场观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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