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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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统计局(Eurostat)周一(11月14日)公布，欧元区9月工业产出较上月大幅下降，显示出欧元区经济面临衰退的威胁。数据显

示，欧元区9月工业产出月率下降2.0%，为2009年2月以来最大月率降幅，预期下降2.2%，前值由上升1.2%修正为上升1.4%。同

时，欧元区9月工业产出年率上升2.2%，创2009年12月以来最大年率增幅，预期上升3.8%，前值由上升5.3%修正为上升6.0%。

2、希腊主要反对党、中间偏右的新民党领导人安东尼斯·萨马拉斯周一(11月14日)公开表示反对为得到援助而必须执行的“新紧

缩计划”。萨马拉斯表示，他所在的党派将不会对任何新的紧缩计划进行投票。将不签署任何有关保证执行政策的文件，将受约

束于口头承诺。

3、希腊政府周一(11月14日)表示，通过将移动通信频谱出售给三家主要移动电话运营商，筹得了3.80亿欧元的资金，作为资产出

售的一部分。希腊计划在未来数年中出售总计500亿欧元的国有资产，来偿还债务、避免破产，并满足欧盟(EU)/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的援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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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偏强，盘中偏多】【豆市：震荡偏强，盘中偏多】【豆市：震荡偏强，盘中偏多】【豆市：震荡偏强，盘中偏多】

市场焦点于意大利，从国债标售情况来看，市场对于该国的担忧情绪仍未消散，商品市场普

遍承压。CBOT 大豆市场，受预期来自中国的需求和技术性买盘支持，震荡收涨，但外围金融市

场疲弱，限制了其升幅，盘尾豆市几乎回吐亚洲盘涨幅，粕市甚至盘尾微幅收跌。USDA 报告显

示，截至 11 月 13 日当周，美国大豆收割率为 96%，上年同期为 99%，5 年均值为 94%；美豆收割

几近完成，后期关注需求。连盘大豆 4330 至 4370 缺口回补，短期震荡偏强，但盘中投机多头快

进快出，恐将限制其升幅；连粕 2918 至 2948 缺口区域压力较大，此缺口压制下短线操作为宜，

日内围绕 2900 震荡窄幅交投；油脂走势强劲，豆油价格脱离年内低位，维持箱体震荡，箱体下端

低位多单可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增仓放量收阳但上行压力较重增仓放量收阳但上行压力较重增仓放量收阳但上行压力较重增仓放量收阳但上行压力较重】】】】

郑棉 1205 合约平开于 20310 元/吨，冲高回落报收于 20385 元/吨。日内增仓放量显著，成交量

增加五万余手至 10.9 万手，持仓量增加 22422 手至 22.1 万手。KDJ 指标三线金叉向上，MACD

指标红柱放大。郑棉后市震荡偏多的概率较大，但不可过分看高，上行压力较重。隔夜 ICE 美棉

12 月合约收涨 1.55 美分，料郑棉今日将高开，关注 20500-20600 附近压力，若突破无效则多单逢

高离场，否则多单继续持有，短线区间操作，不建议加仓或追高。（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多空表现分化，短线或再度冲高回落】【白糖：多空表现分化，短线或再度冲高回落】【白糖：多空表现分化，短线或再度冲高回落】【白糖：多空表现分化，短线或再度冲高回落】

郑糖未受上周五美糖走低拖累小幅高开，开盘前后 V 型走势及早盘尾部的冲高回落显示当前多

空双方在短线盘口上均无压倒性优势，阳线十字星实体处于上周缺口及短期均线密集压制下，多

头有回补缺口的意愿但缺乏快速回补缺口的能力；上周后半周开始，郑糖与美糖相关度再度走

低，日内短线上郑糖基本面影响让位于整体市场氛围，短线难走出独立行情，意国债收益率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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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高，日内操作应重点关注市场氛围，预计冲高难免震荡回落，获利短空可逢低减仓，窄幅止盈。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2485248524852485 一线建立的多单轻仓谨慎持有一线建立的多单轻仓谨慎持有一线建立的多单轻仓谨慎持有一线建立的多单轻仓谨慎持有】】】】

周一国内金属化工品大幅反弹，农产品表现相对淡定，强麦继续窄幅震荡筑底。从技术上看，

WS1205 合约日 K 线震荡报收小阳线，但期价收盘重新跌至均线系统下方，技术面反弹乏力。目

前宏观面尚不明朗，欧债危机仍将继续影响市场情绪，资金观望为主，短期强麦维持弱势震荡筑

底，2485 一线建立的多单轻仓谨慎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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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铜沪铜沪铜沪铜：：：：或将延续宽幅震荡或将延续宽幅震荡或将延续宽幅震荡或将延续宽幅震荡】】】】

昨日大宗商品受到投资者预期转好的影响集体走高，沪铜亦大幅上扬，回补前期跳空缺口，

站稳于 5 日均线上方。欧债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未完全消散，意大利国债标售结果显示，尽

管市场对意大利国债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此次标售的 5 年期国债得标利率依然创纪录新高，美元

指数大幅收涨，LME 铜 3 月合约高位回落，收回部分涨幅。预计短期内沪铜或延续宽幅震荡，建

议短线维持震荡思路，日内短线操作；后市随着中国流动性的逐步改善，全球铜需求有望逐渐回

暖，将会拉动期价逐步上扬，中长线前期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铅锌：意国债拍卖受挫【铅锌：意国债拍卖受挫【铅锌：意国债拍卖受挫【铅锌：意国债拍卖受挫 日内偏空思路操作】日内偏空思路操作】日内偏空思路操作】日内偏空思路操作】

欧元区 9 月工业产出月率创 2009 年 2 月以来最大月率降幅，显示出欧元区经济面临衰退的威

胁。此外，周一意大利标售国债之后借贷成本攀升至欧元时代新高，加重了市场对欧洲是否有能

力控制债务危机的疑虑情绪。隔夜外盘美元指数强力拉升，金属期价全面冲高回落，受此影响今

日沪铅沪锌承压走低的概率较大，建议投资者日内短线偏空思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

亮）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4200420042004200 一线或有反复，前期多单继续谨慎持有一线或有反复，前期多单继续谨慎持有一线或有反复，前期多单继续谨慎持有一线或有反复，前期多单继续谨慎持有】】】】

昨日螺纹 1205 合约站稳均线系统，小幅上扬。前两周期价一直运行于对称三角形中，今日期

价站上三角形的上沿，技术面表现较好；10 月全国粗钢日均产量环比回落明显，短期内供给压力

稍微缓解，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减产计划，1-10 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原材料铁矿石价格

止跌反弹等利多因素支撑期价，预计后市在宏观环境维稳的前提下，钢市基本面对期价的影响或

将逐渐显现，短期内期价或将区间震荡，中长线多单可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黄金：美元走强，黄金收低】【黄金：美元走强，黄金收低】【黄金：美元走强，黄金收低】【黄金：美元走强，黄金收低】

近期希腊和意大利政坛的企稳令投资者对于欧债危机的担忧情绪略有缓解，但欧债危机仍然充

满诸多不确定性，投资者对前景仍不乐观，因此美元等避险币种仍颇受市场青睐。昨夜美元走

强，国际金价小幅回落。操作上，前期多单注意止盈，无单者观望或进行日内操作。（新纪元期货

研究所 刘成博）

【橡胶：沪胶或将冲高回落】【橡胶：沪胶或将冲高回落】【橡胶：沪胶或将冲高回落】【橡胶：沪胶或将冲高回落】

俄罗斯 10 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7%至 240,865 辆，昨日云垦天胶 WF 暴涨 2000 元/吨。泰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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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将与马来西亚和印尼协商采取措施稳定暴跌的胶价。昨日沪胶 1201 合约高开高走，午后封死涨

停，日内沪胶或将冲高回落，下方支撑 23000，上方压力位 26000；中长线看沪胶或将进入寻底阶

段。（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吴宏仁）

【【【【 LLDPE:LLDPE:LLDPE:LLDPE:重上万点重上万点重上万点重上万点 转强已定】转强已定】转强已定】转强已定】

国内外市场近期走势不确定因素较多,经济氛围的强弱转换速度加快,欧债问题的反复将使得外

围市场走势震荡,而原油近期走势偏强,目前已接近 100 美元高位,这为国内化工品提供支撑,同时愈

发不稳的经济环境，以及令人欣慰的物价数据，令投资者对政策即将松动的预期愈加强烈，昨日

重回万元大关，料连塑近期企稳走强，但仍有反复，建议空单离场，中短线逢低建多。（新纪元期

货研究所 陈小林）

【【【【 PTA:PTA:PTA:PTA:被动反弹被动反弹被动反弹被动反弹 相对其他品种依旧偏弱】相对其他品种依旧偏弱】相对其他品种依旧偏弱】相对其他品种依旧偏弱】

PTA1205 合约 14 日上涨 2.13%，报每吨 8144 元，主要受到意大利和希腊政府改组顺利，以及对

国内经济政策将转松的乐观预期提振 PTA。但相较于其他品种，受制于疲弱的基本面，日内及近

期依旧现弱。隔夜原油在连涨之后于 100 美元附近遭遇阻力，但仍首稳于 5 日均线上方，料将围

绕 100 展开争夺。建议高位空单可继续持有，不宜追空。日内料低开高走，整体幅度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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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突破回调压力，但需警惕空头打压市场】【股指期货：长阳突破回调压力，但需警惕空头打压市场】【股指期货：长阳突破回调压力，但需警惕空头打压市场】【股指期货：长阳突破回调压力，但需警惕空头打压市场】

国际宏观市况略微回暖，昨日股指就收出阳线结束了回调，上证指数更是小幅放量突破 2500

关口和下跌趋势线。但夜间欧洲经济数据不佳和欧债担忧情绪蔓延导致欧美股指收跌，拖累市场

人气。同时昨日出现空头集中加仓，而央行今天将发行 520 亿元一年央行票据，均不利于指数反

弹。今日盘中追多需谨慎，日内短多跌破 2740 止损；中线多单 2700 之上持有，若回撤短空对冲

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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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日星期二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4300 压力： 4380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2890 压力： 2930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9130 压力 9250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20050 压力： 21000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冲高回落 支撑： 6523 压力： 6825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190 压力： 2250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 日内预测： 底部震荡 支撑： 2485 压力： 2521

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2520 压力： 2547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 日内预测： 宽幅震荡 支撑： 56500 压力： 59000

铅铅铅铅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15200 压力： 15500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15000 压力： 15300

铝铝铝铝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16100 压力： 16300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4100 压力： 4280

黄金黄金黄金黄金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355 压力： 365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偏空 支撑： 23000 压力： 26000

塑料塑料塑料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9800 压力： 10300

PTAPTAPTAPTA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8000 压力： 8300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股指期货股指期货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震荡调整 支撑： 2720 压力：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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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下表所言支撑、压力皆指主力合约的短线阻力；

2、压力和支撑即是短线操作的建议止损位和(或)建议目标位；

3、支撑或压力也是中长建议中试探性建仓的止损位。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报告内容仅

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期货交易依据，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引

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

自己的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咨询期货研究员并谨慎决策。

本报告旨在发送给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的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报告版权仅为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所

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发布，需注明出处为新纪元期

货有限公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对于本免责申明条款具有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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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东路153号新纪元期货大厦

电话: 0516-83831105 83831109

北京东四十条营业部北京东四十条营业部北京东四十条营业部北京东四十条营业部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68 号平安发展大厦 407 室

电话：010-84261653

常州营业部常州营业部常州营业部常州营业部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 2 号世贸中心 B 栋 2008

电话：0519-88059972 0519-88059978

南京营业部南京营业部南京营业部南京营业部

地址：南京市北门桥路 10 号 04 栋 3 楼

电话：025-84787997 84787998 84787999

杭州营业部杭州营业部杭州营业部杭州营业部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 889 号香榭商务大厦 7-E、F

电话：0571-56282606 0571-56282608

广州营业部广州营业部广州营业部广州营业部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03 号粤剧院文化大楼 11 层

电话：020-87750882 87750827 87750826

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 号 1905 室

电话：021-61017393

苏州营业部苏州营业部苏州营业部苏州营业部

地址：苏州园区苏华路 2 号国际大厦六层

电话：0512-69560998 69560988

重庆营业部重庆营业部重庆营业部重庆营业部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西环路 8 号 B 幢 8-2、8-3、8-3A 号房

电话：023-67900698 023-67109158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0516-838311050516-838311050516-838311050516-83831105 83831109838311098383110983831109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neweraqh.com.cnhttp://www.neweraqh.com.cnhttp://www.neweraqh.com.cnhttp://www.neweraq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