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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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PBOC)周三(11月30日)宣布，从下周一(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为近三

年来首次调降，目的是在发达国家市场剧烈波动之际提振流动性和扶持国内经济。

2、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周三(11月30日)表示，将采取联合行动防止全球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短缺。参与本次联合行动的

是六大央行，包括美联储(Fed)、欧洲央行(ECB)、加拿大央行(BOC)、英国央行(BOE)、日本央行(BOJ)和瑞士央行(SNB)。该六大

央行发表联合声明称，各央行的联合行动旨在缓解金融市场的紧张形势，助益经济活动；各国央行一致同意在12月5日将现有的美

元互换定价下调50个基点。

3、葡萄牙议会周三(11月30日)批准了一项严厉的2012年紧缩预算案。预算案提出的措施包括大幅下调公共部门薪资、上调产品和

服务税以及削减医疗和教育支出。

4、美国薪资服务公司ADP Employer Services 11月30日公布，美国11月就业人数增加20.6万人，好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3万人，大

型企业开始增加雇员人数。

5、欧盟统计局(Eurostat)周三(11月30日)公布，欧元区10月失业率创近14年最高水平，且失业人口创1995年1月有记录以来最高

水平。数据显示，欧元区17国10月失业率升至10.3%，创近14年(1998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虽符合预期。9月为10.2%，7月和8月

失业率均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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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市况给力，月初开门红】

我国央行连夜下调准备金率，欧美等六大央行联手提供流动性，推升市场风险情绪达到空

前，隔夜商品市场暴涨，而 CBOT 谷物市场反弹幅度较小，豆市需求弱于预期等自身基础未有改

善，限制了市场的涨幅。昨日连盘市场追随股指大幅下挫，连豆止跌于 4200 附近，豆油低位也出

现了反复，跌幅较大；豆粕震荡窄幅交投；盘尾持仓变动格局显示，主力空头资金流出而多头资

金流入，受益于宏观市况回暖，连盘日内将收复昨日跌幅，逢低偏多参与。（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棉花：政策虽利好，郑棉或仅小幅上涨】

郑棉主力 1205 合约周三小幅收跌，仍维持在短期均线附近震荡横走。昨晚间，央行宣布下调

存款准备金 0.5 个百分点，这是三年来首次下调，此举也揭开释放流动性的序幕。大宗商品普遍

上涨，但美棉很不给力，因缺乏买盘推动，期价反跌 1.68 美分/磅。值得关注的是即将公布的

PMI 数据等或不理想，棉花自身基本面也没有任何利好变化，投资者目前不可轻举妄动，长线宜

观望，短线可逢低入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强麦：今日或将高开震荡，短多谨慎持有】

周三大宗商品市场在股指的拖累下，纷纷高开低走，强麦表现抗跌，震荡收涨。主力合约

WS1205 日 K 线震荡收小阴线，3 日均线上穿 5 日均线，期价在 5 日均线上方运行，MACD 绿柱缩

短；5 分钟期价在分水岭支撑下运行，技术面向好。央行决定从 2011 年 12 月 5 日起下调存款准

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隔夜外盘商品市场震荡收涨，今日强麦或将高开震荡，短多谨慎持有。（新

纪元期货研究所 张伟伟）

http://www.fx678.com/News/CentralBank/PBC.html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CNY.html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EU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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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沪铜：利好提振市场，短多继续持有】

中国人民银行三年以来的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1 月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高于预期，全

球六大中央银行联手出招，意图稳定金融市场，利好因素提振市场，隔夜美元指数大幅下挫，LME

铜 3 月合约大幅收涨；沪铜主力 1202 合约昨日受股市拖累下挫，但是表现较为抗跌，预计日内期

价或将反弹，建议短线多单继续谨慎持有；中长线低位多单可继续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铅锌：全球流动性提高 短期偏多思路操作】

美联储联手其他五家央行向遭受欧债危机打击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央行三年来首次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市场风险偏好大获改善。受流动性提高影响，欧美股市期市暴涨，建议投资

者短期偏多思路操作。（新纪元研发部 甘宏亮）

【螺纹钢：短线维持偏多思路】

昨日螺纹期价受到股市拖累大幅下挫，收回前两日涨幅，下降趋势线对期价的支撑明显。钢

市基本面并无明显变化，央行下调存准率，资金面宽松预期短期内提振商品市场，欧债危机带来

的系统性风险暂缓，钢价亦会跟随性上扬，建议短线维持偏多思路操作；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谨慎

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黄金：利好不断，黄金大幅收高】

昨日黄金大幅收高，comex2月黄金期货合约结算价报1,750.30美元/盎司，原因有：1，欧元

飙涨导致美指下跌。美联储，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六大央行

联合声明显示，各国央行一致同意在12月5日将现有的美元互换定价下调50个基点，六大央行所在

国同意建立临时双边互换安排来提供流动性。另外，美国11月 ADP 民间就业人数的超预期增长也

打压了美元。2，多国央行提高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30日宣布，从2011年12月5日起，下调存款

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为近三年以来的首次。泰国央行30日下调关键政策

利率25个基点，将1天期回购利率下调至3.25%。全球最大的黄金上市交易基金(ETF)--

SPDR Gold Trust30日增仓1.21吨。黄金后市将维持偏强的走势，投资者保持多头思路操作，但不

建议重仓追涨。（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刘成博）

【橡胶：宏观利好或刺激沪胶突破底部】

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报告称，截至今年末全球天然橡胶库存料增至127万吨，因产量增加，而

需求疲软；同时预测2012年全球天然橡胶产量增长3.6%至1,038.8万吨。日内沪胶或高开震荡，有

效突破26000可做多，下方支撑位24000；中长线看沪胶进入寻底阶段，可在24000上方建立中线多

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吴宏仁）

【 LLDPE:央行合力救市 连塑短强确立】

昨日，连塑在利空传言股市大跌打压之下，自 20 日线下方高开低走，收于 9480 元，较前一

交易日收盘下跌 115 元，整体跌势较为被动，相较于股市暴跌幅度有限、虽败犹荣。晚间，中国

央行降准、西方六大央行联手救市两大利好同时推出，方式和强度给市场带来意外，美元急跌、

外盘股市、商品获得明显提振，油价轻松站上 100，料今日国内市场将一扫昨日疲态、延续外盘

强势，短期内连塑将冲击 10000，但中线供应压力和并未根除的欧债风险将限制上方空间，建议

择机多单介入，止损 9500，第一目标 10000，适当控制仓位。（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陈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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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A:全球央行团结救市 短期信心或被激发】

周三，PTA 股市重压下高开低走，尾盘反弹意愿明显，最终收于 7994 元，跌幅有限。整体震

荡格局未改。隔夜外盘政策和数据利好频出，救市态度坚决得到印证，降准虽在预期之内，时点

却在意料之外，短期内将给 PTA 带来明显提振，冲击 8200-8300 压力。但鉴于此次降准意在配合

欧美救市、临时性痕迹较强，以及欧债顽疾治愈尚须更多猛药，且 PTA 基本面羸弱，料后期抛压

仍会出现，建议适量多单介入，8000、7950 分布止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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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反弹】

周三的国际板传闻使期指惨烈下跌，澄清是谣言之后应该是反弹，股指期货空头此次借机将

空单大幅减持，中证期货和国泰君安两大老牌空头合计减持 1800 余手，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空头

故意造谣来做空获利，减持空单的行为也反映对未来不敢继续做空，那么后续反弹上涨的可能性

较大。（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席卫东）

【股指期货：政策托底，市场底部日趋确定】

昨日股指大跌的阴影还未散去，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的重磅消息炸开漫天的

云彩。在上证前低 2307 岌岌可危之时，政策再次托底，底部区域日趋牢固。欧美股市也不平静，

美联储联合五大央行降美元互换利率且数据利好频频，推动股市大涨逾 4%。市场信心提振之下，

今日股指高开偏强运行概率较大，但今日 PMI 数据公布，盘中追多还需谨慎，逢低短多为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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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星期四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4220 压力： 4290

中长建议： 国储入市将托起豆市底部，中期震荡偏多

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2780 压力： 2830

中长建议： 空头行情处于末端，空单择机离场观望

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8630 压力 8760

中长建议： 8500至8580短期技术目标基本到达，暂不追空

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偏多 支撑： 19880 压力： 210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继续持有观望

强麦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2343 压力： 24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暂时观望，短多谨慎持有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2420 压力： 2483

中长建议： 中长线观望，短多谨慎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反弹 支撑： 57000 压力： 58586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轻仓谨慎持有。

铅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6000 压力： 16250

中长建议： 震荡走势，以观望为主

锌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6000 压力： 16100

中长建议： 震荡走势，以观望为主

铝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6600 压力： 16800

中长建议： 震荡走势，以观望为主

螺纹钢 日内预测： 小幅上扬 支撑： 4050 压力： 42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轻仓谨慎持有。

黄金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355 压力： 365

中长建议： 避险保值需求仍在，黄金重拾涨势可期

橡胶 日内预测： 偏强 支撑： 24000 压力：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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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建议： 中长期看沪胶进入探底阶段，可逢低在 24000 上方建立中线多单

塑料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9500 压力： 9850

中长建议： 择机多单介入，止损 9500，第一目标 10000，适当控制仓位

PTA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8000 压力： 8200

中长建议： 适量多单介入，8000、7950 分布止损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2520 压力： 2620

中长建议： 指数面临回探2500一线风险，中线观望为主，等待底部企稳后入多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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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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