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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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周三(10月19日)公布的最新一期褐皮书报告显示，与此前的Fed调查结果相比，Fed所有12个辖区的经济活动继续增

长。但多数辖区表示经济增长的步伐仅仅是温和或者轻微，接受调查的对象基本表示，企业前景走软或更加不确定。

2、希腊议会周三(10月19日)初步投票批准了关于实行新紧缩措施的立法。希腊议会初步投票结果以154票支持对141票反对批准了

新紧缩措施立法，另外有5名议员弃权。20日，希腊议会将进行最终投票，但今天的投票结果是新紧缩措施的执行立法能够获得最

终通过的一个积极信号。

3、美国商务部周三(10月19日)公布的数据表明，美国9月新屋开工年化月率创17个月(2010年4月以来)最大增幅，受多户型住宅新屋

开工数提振。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屋开工年化月率上升15.0%，前值由下降5.0%修正为下降7.0%。9月，美国新屋开工总数年化

65.8万户，预期为59.0万户，前值由57.1万户修正为57.2万户。

4、美国劳工部周三(10月19日)公布的数据表明，9月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继续上升，主要受到食品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推动。通

胀率升至三年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9月未季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率上升3.9%，高于预期的上升3.8%，前值上升3.8%；

美国9月季调后CPI月率上升0.3%，为连续第三个月走高，符合预期，8月上升0.4%。报告显示，美国9月未季调核心CPI(剔除食品

及能源)年率上升2.0%，预期上升2.1%，前值上升2.0%。美国9月季调后核心CPI月率上升0.1%，预期上升0.2%，前值上升0.2%，表

现相对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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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消息不容乐观，豆市陷入寻底】【豆市：宏观消息不容乐观，豆市陷入寻底】【豆市：宏观消息不容乐观，豆市陷入寻底】【豆市：宏观消息不容乐观，豆市陷入寻底】

穆迪调降西班牙评等、美联储褐皮书暗示经济前景黯淡，这样，隔夜外盘商品全线重挫，其

中，芝加哥豆市下跌逾 2 个百分点，获利抛压下技术转空期价弱势寻底。连盘市场连日以来，主

力空头获利离场迹象明显，但悲观市况背景下，恐难以独善其身，再次寻底的可能性在增加。连

盘大豆、豆粕、豆油，5 日均线附近为下降趋势线的压制点，压力已在昨日显现，今日期价低开

后，将跟随大势展开寻底，大豆 4200 点、豆粕 2950 点，豆油 9080 点或存在多头抵抗，日内短线

偏空为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低迷不振，短线偏空低迷不振，短线偏空低迷不振，短线偏空低迷不振，短线偏空】】】】

19 日郑棉主力 1205 合约小幅低开 20215 元/吨，日内震荡下跌，结算价较周二微跌 5 点。日 K

线呈小阴线，较为抗跌，KDJ 指标死叉后向下发散，同时形成背离，MACD 指标绿柱缩小。郑棉

量能持续低迷，周三主力 1205 合约成交量仅 73628 手，较周二大幅减少 26536 手；持仓量减少

7032 手至 23.1 万手。棉农对市场的信心不足，后期期价能否反弹跟收储的进度息息相关。周三晚

间美棉指数继续下探至 98.83 美分/磅，收跌 0.39 美分，预计郑棉将受影响小幅低开，但下行两万

关口支撑强劲，空间有限。建议中线观望，短线偏空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反弹近颈线显乏力，短多注意保护盈利】【白糖：反弹近颈线显乏力，短多注意保护盈利】【白糖：反弹近颈线显乏力，短多注意保护盈利】【白糖：反弹近颈线显乏力，短多注意保护盈利】

郑糖昨日早盘反弹强劲，刷新本波段反弹新高，距离 M 头颈线仅 30 余点，濒临重要压力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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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主力持仓信心受到考验，如前几日领军多头增仓共振过程已经不再，主力多头偶现零星减持，

分化显现，明显拖累压力位攻坚信心；美联储对国内经济的悲观评估拖累美股走低，美糖连续 4

个交易日攻 28 美分不破，昨日 2.89%跌幅的长阴失守 60 日线，多头人气涣散，休整难免；从当

前日线形态看，长上影标准十字星线依托反弹下轨道报收，此处的下破警报没有解除，恐将有试

探性下破，下方 5 至 20 日均线支撑区域若失守则短多宜保护性止盈，当前不宜再建短多。（新纪

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日内短空日内短空日内短空日内短空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周三国内商品市场高开低走，弱势下跌。强麦主力合约 WS1205 震荡下行，期价再创新低，技

术面疲弱。从持仓动向来看，大连良运、银河期货大举进空单，打压期价。近期强麦基本面市场

平稳，整个商品市场氛围影响占主导。隔夜外盘金属、豆类震荡重挫，今日国内强麦市场弱势不

减，日内短空操作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张伟伟）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期价有望二次探底，建议以偏空思路操作期价有望二次探底，建议以偏空思路操作期价有望二次探底，建议以偏空思路操作期价有望二次探底，建议以偏空思路操作】】】】

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打压投资者情绪，西班牙评级再遭穆迪降级令欧元承压，股市依旧疲

软，诸多不利因素打压基金属，收盘全线收低，伦铜周三以 3.52%的跌幅报收，收盘彻底失守均

线族，KDJ 指标交叉后继续向下发散，MACD 指标红柱缩短，反弹衰竭信号明显。沪铜虽仍未脱

离前期震荡密集区，但技术上看弱势尽显，今日有望在伦铜昨夜大跌的影响下下破前期震荡密集

区，期价有望二次探底，建议以偏空思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美元指数探底回升【沪锌：美元指数探底回升【沪锌：美元指数探底回升【沪锌：美元指数探底回升 维持弱势思路】维持弱势思路】维持弱势思路】维持弱势思路】

美国经济前景黯淡，欧债危机解决难题重重，促使投资者以美元保值避险情绪再次升温，美

元指数大幅反弹，各类金属金融属性凸显，昨夜外盘伦锌期价大幅走低，今日沪锌或将继续探

底，考验前期低点 14130 一线。建议投资者偏空思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沪铅：弱势短期难改【沪铅：弱势短期难改【沪铅：弱势短期难改【沪铅：弱势短期难改 偏空思路操作】偏空思路操作】偏空思路操作】偏空思路操作】

周三美联储褐皮书表明美国经济增长依旧疲软，加之投资者们为欧洲解决债务危机问题的进程

感到担忧，昨夜外盘伦铅大幅走低，今日沪铅将难以走出弱势，或将继续震荡走低，建议投资者

偏空思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前期空单可继续持有前期空单可继续持有前期空单可继续持有前期空单可继续持有】】】】

昨日螺纹主力合约 1201 延续了前一日的低开低走的态势，跌破 4100 整数关口，逼近 4000 一

线，收于光脚中阴线，日跌幅达 2.01%。均线系统继续向下发散，技术面疲弱态势尽显。欧债危

机继续蔓延，隔夜外盘基本金属大幅收跌。钢企资金紧张局面未改，下游房地产需求受限，钢厂

纷纷下调出厂价，螺纹钢现货报价大幅走低，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高库存的局面短期内难

以改变，短期内或将延续空头格局，4000 附近或有反复，短线维持日内偏空思路，中线空单可继

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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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美元触底反弹，金价冲高回落】【黄金：美元触底反弹，金价冲高回落】【黄金：美元触底反弹，金价冲高回落】【黄金：美元触底反弹，金价冲高回落】

美国 9 月未季调核心 CPI 年率上升 2.0%，低于预期值 2.1%，和前值持平；中国 CPI 在 7 月份

见顶以来也逐渐回落，中国和美国的通胀预期都在减弱，黄金抵御通胀的保值功能逐渐褪去。昨

日美元指数触底反弹，金价冲高回落。近期黄金和美元负相关性非常高，金价维持宽幅的震荡，

投资者观望为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刘成博）

【橡胶：日内或走稳】【橡胶：日内或走稳】【橡胶：日内或走稳】【橡胶：日内或走稳】

青岛港橡胶库存维持在 14 万吨高位，给期价带来压力。9 月中国轮胎产量再创新高，橡胶制品行

业景气上升。9 月日本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2.1%至 462,192 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年内第二次

调低汽车销量增幅至 3%。上一交易日沪胶低开低走，尾盘稍有反弹。1201 合约下方支撑位为

26000，日内期价或在 26000 上方走稳；中长线偏空。

【【【【 LLDPELLDPELLDPELLDPE：弱势依旧：弱势依旧：弱势依旧：弱势依旧 空单持有】空单持有】空单持有】空单持有】

昨日连塑主力 1201 合约在外盘提振和国内市场悲观情绪制约下高开低走，最终收于 9085 元/

吨，跌 70 或 0.76%；弱势依然。现货市场商谈气氛沉闷，买方入市兴趣寡淡，下游聚乙烯萎靡不

振，谨慎观望中消化前期原料库存为主。盘面上看，连塑昨日再次下探前期低点，化工品种走势

整体低迷，基本面并无利多因素提振期价，宏观局势又较为动荡，消息时好时坏，预计连塑未来

走势依旧偏空，缺乏上行动力。外盘方面，原油尾盘在美股走弱及对原油消费担忧下，遭遇大量

抛盘，深幅下挫，料今日继续弱势下行，9000 及前期低点恐难守稳。操作上，中长空单继续持

有，止损 9450。（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陈小林）

【【【【 PTAPTAPTAPTA：弱势明显：弱势明显：弱势明显：弱势明显 跌势延续跌势延续跌势延续跌势延续 】】】】

昨日 TA1201 收于 846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 52 元/吨，或 0.61%；盘面呈现高开

低走之势，弱势特征明显，持仓量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192 手至 297106 手。PTA、MEG 市场呈现

弱势，内盘略显坚持，但外盘跌势相对明显，买家意向不佳。中纤 PTA 价格指数暂稳于 9300 元/

吨。下游方面，涤短行情弱势难改，部分报价仍有下调，市场心态偏空。技术上看，昨 日

PTA1201 高开低走，杀破 8500 关口，MACD 绿柱继续放大，均线系统再次呈空头排列，下行趋

势未改，加之隔夜油价尾盘重挫，反弹信心开始消散，PTA 加速下行动能存在，建议前期空头可

继续持有，短线亦偏空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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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幅收窄，【股指期货：跌幅收窄，【股指期货：跌幅收窄，【股指期货：跌幅收窄，2530253025302530 之上日内短线操作】之上日内短线操作】之上日内短线操作】之上日内短线操作】

昨日中国水电大跌拖累股指进一步下跌，但在金融股的护盘下跌幅有所收窄，且成交额回落。

股指日线、30分钟线上依然显示空势，日内或仍将回落，但15分钟及以下周期有反弹迹象。但

Shibar短期利率有所抬头，股指资金面短期承压，回踩支撑还将延续。受美联储褐皮书影响美股下

跌；欧盟峰会前夕，传闻四起，欧股震荡收阳。外盘今日对国内无明显指引。今日或将延续震

荡，日内波段操作为宜。本周五股指交割，注意移仓换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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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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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偏空 支撑： 4200 压力： 4450

中长建议： 空单止盈，多单背靠4200入场

点评及建议：

宏观市况悲观，豆市寻底。尽管主力持仓变动仍显示，主力空头并不过分看空

后市，反而增仓多头头寸，但外盘集体性跌势背景下，连盘难以独善其身，日

内连豆寻底考验4200支撑

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偏空 支撑： 2950 压力： 3450

中长建议： 未跌破2900空单止盈

点评及建议： 粕市3000点恐将失手，技术寻底日内考验2950附近支撑

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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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油未能突破并站稳9320，则仍处下降趋势之中，日内低开后恐将惯性寻底，

技术考验9080技术支撑

棉花 日内预测： 小幅低开偏空 支撑： 20000 压力： 21200

中长建议： 中线观望，短线偏空。

点评及建议：

19 日郑棉主力 1205 合约小幅低开 20215 元/吨，日内震荡下跌，结算价较周二

微跌 5 点。日 K 线呈小阴线，较为抗跌，KDJ 指标死叉后向下发散，同时形成

背离，MACD 指标绿柱缩小。郑棉量能持续低迷，周三主力 1205 合约成交量仅

73628 手，较周二大幅减少 26536 手；持仓量减少 7032 手 23.1 万手。棉农对市

场的信心不足，后期期价能否反弹跟收储的进度息息相关。周三晚间美棉指数

继续下探至 98.83 美分/磅，收跌 0.39 美分，预计郑棉将受影响小幅低开，但下

行两万关口支撑强劲，空间有限。建议中线观望，短线偏空操作。

白糖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6610 压力： 6975

中长建议： M 头颈线之下轻仓持有前期中线空单，不突破 6870 暂不调整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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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及建议：

昨日早盘反弹强劲，刷新反弹新高直逼 M 头颈线重要压力位，多头主力阵营增

仓共振告一段落，略显分化影响关键位置的上攻信心，当前反弹通道下轨支撑

将受到考验，短多注意保护盈利，不宜再建立短多。

玉米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2211 压力： 2292

中长建议： 不突破2300则中线获利空单轻仓谨慎持有。

点评及建议：
日线排列向三角形整理形态演进，当前还没有到达突破选择方向的关键时间窗

口，预计日内震荡偏弱， 2280 之下短线偏空操作为宜。

强麦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2510 压力： 2581

中长建议： 暂时观望

点评及建议：

周三国内商品市场高开低走，弱势下跌。强麦主力合约 WS1205 震荡下行，期

价再创新低，技术面疲弱。从持仓动向来看，大连良运、银河期货大举进空

单，打压期价。近期强麦基本面市场平稳，整个商品市场氛围影响占主导。隔

夜外盘金属、豆类大幅下挫，今日国内强麦市场弱势不减，日内短空操作为

主。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2530 压力： 2593

中长建议： 暂时观望

点评及建议：

周三早稻低开震荡，报收小阳线，收盘价位于5日均线上方，但上方20日均线压

力较大，目前外围环境不乐观，短期早稻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震荡偏弱为

主，日内短空操作。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继续下跌 支撑： 51520 压力： 55000

中长建议： 空单谨慎持有，无单者暂时观望

点评：

伦铜周三大幅下跌，反弹衰竭信号明显。沪铜虽仍未脱离前期震荡密集区，但

技术上看弱势尽显，今日有望在伦铜昨夜大跌的影响下下破前期震荡密集区，

期价有望二次探底，建议以偏空思路操作。

锌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14130 压力： 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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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经济前景黯淡，欧债危机解决难题重重，促使投资者以美元保值避险情绪

再次升温，美元指数大幅反弹，各类金属金融属性凸显，昨夜外盘伦锌期价大

幅走低，今日沪锌或将继续探底，考验前期低点 14130 一线。建议投资者偏空

思路操作。

铝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16200 压力： 16500

中长建议： 期价运行于均线族偏下，走势较弱，偏空思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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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及建议：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美国 9 月经济微幅增长，未来经济前景黯淡，昨夜外盘金属

大部分走低，伦铝小幅收跌，今日沪铝料将疲弱，建议投资者偏空思路操作。

铅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13680 压力： 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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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美联储褐皮书表明美国经济增长依旧疲软，加之投资者们为欧洲解决债务

危机问题的进程感到担忧，昨夜外盘伦铅大幅走低，今日沪铅将难以走出弱

势，或将继续震荡走低，建议投资者偏空思路操作。

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下行 支撑： 4000 压力： 4200

中长建议： 欧债危机继续满眼，钢市基本面疲弱，中线空单继续持有。

点评：

钢企资金紧张局面未改，下游房地产需求受限，钢厂纷纷下调出厂价，螺纹

钢现货报价大幅走低，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高库存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

变，短期内或将延续空头格局，4000 附近或有反复，短线维持日内偏空思路。

黄金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335 压力： 345

中长建议： 避险保值需求仍在，中长期涨势不改

点评及建议：

中国三季度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经济增速转缓已成事实，加上市场对欧盟峰会

的期望值降低，持续担忧欧元区债务危机，投资者纷纷买入美元，美元走强导

致金价回落。目前金价维持宽幅的震荡，投资者观望为宜。

橡胶 日内预测： 偏强 支撑： 26000 压力： 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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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港橡胶库存维持在14万吨高位，给期价带来压力。9月中国轮胎产量再

创新高，橡胶制品行业景气上升。9月日本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下降2.1%至462,192

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年内第二次调低汽车销量增幅至3%。上一交易日沪胶低

开低走，尾盘稍有反弹。1201合约下方支撑位为26000，日内期价或在26000上

方走稳；中长线偏空。

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9000 压力： 9300

中长建议： 中长空单继续持有，止损 9450

点评及建议：

现货市场商谈气氛沉闷，买方入市兴趣寡淡，下游聚乙烯萎靡不振，谨慎观

望中消化前期原料库存为主。盘面上看，连塑今日再次下探前期低点，化工

品种走势整体低迷，外盘方面，原油尾盘在美股走弱及对原油消费担忧下，

遭遇大量抛盘，深幅下挫，料今日继续弱势下行，9000 及前期低点恐难守

稳。

PTA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8500 压力： 9000

中长建议： 前期空头可继续持有，短线亦偏空操作

点评及建议：

PTA、MEG 市场呈现弱势，内盘略显坚持，但外盘跌势相对明显，买家意向

不佳。中纤 PTA 价格指数暂稳于 9300 元/吨。下游方面，涤短行情弱势难

改，部分报价仍有下调，市场心态偏空。隔夜油价尾盘重挫，反弹信心开始

消散，PTA加速下行动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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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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偏弱 支撑： 2520 压力： 2700

中长建议： 2700或探得阶段底部，激进者可尝试少量建多，待调控政策退出后逐步加仓。

点评及建议：

昨日中国水电大跌拖累股指进一步下跌，但在金融股的护盘下跌幅有所收窄，

且成交额回落。股指日线、30分钟线上依然显示空势，日内或仍将回落，但15

分钟及以下周期有反弹迹象。但 Shibar 短期利率有所抬头，股指资金面短期承

压，回踩支撑还将延续。受美联储褐皮书影响美股下跌；欧盟峰会前夕，传闻

四起，欧股震荡收阳。外盘今日对国内无明显指引。今日或将延续震荡，日内

波段操作为宜。本周五股指交割，注意移仓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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