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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九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表明长期低迷的劳动力市场已有

所好转。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截至12月3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23,000人，至381,000人。经济学家预计，上周首次

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7,000人，至395,000人。

2、美国商务部周四(12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批发库存上升，表明公司预计销售状况将在重要的购物季来临之际有强

劲表现。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美国10月批发库存上升1.6%，至4,701.8亿美元，预期增长0.3%。修正后的9月份批发

库存数据较前月持平；初值为较前月下降0.1%

3、欧洲央行(ECB)周四(12月8日)宣布，将指标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00%的记录低位，因欧元区债务危机不断恶化，盖过了对

持续高通胀率的忧虑。同时，将隔夜存款利率相应降低25个基点，至0.25%；将隔夜贷款利率相应降低25个基点，至1.75%。

4、英国央行(BOE)周四(12月8日)宣布，维持关键利率在0.50%不变，同时维持量化宽松(QE)规模于2750亿英镑不变，一如预期。

5、欧盟周四(12月8日)公布的领导人峰会决议草案显示，欧元区永久援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总规模将达到5,000亿

欧元(6,670亿美元)，欧元区成员国预算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不能超过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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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 报告之前，豆市延续整理】

USDA 周出口销售量为 79.56 万吨，远好于预期；巴西大豆播种几近完成，政府机构预计，

2011 年该国大豆产量较去年减少 5.4%，至 7129 万吨；这些为豆市形成利好支撑；特别是盘中

CBOT 玉米，从下跌超过 2%转为上涨超 1%，提振豆市震荡微张，但市场预期今晚的供需报告，将

提升美豆期末库存 9.2%，限制大豆回升空间。连盘大豆维持 4200 上方震荡交投，豆粕 2800 附近

存在反复，豆油 8850 附近存在强压，欧盟峰会及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将对盘面造成冲击，交易上宜

短线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棉花：上攻乏力，多单减持】

郑棉主力 1205 合约周四低开于 20555 元/吨，日内维持窄幅震荡报收于 20545 元/吨。期价重

回 60 日均线下方，5 日均线支撑作用较好。各项技术指标均显示多头信号。现货价格近期跟随期

价止跌企稳，但隔夜美棉指数近期上行遇阻弱势回调，将拖累郑棉反弹，预计周五郑棉将低开后

维持窄幅震荡，操作上建议前期多单减仓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跳空大跌创新低，缺口之下短空思路操作】

ICE 抛盘集中诱发主力合约跌幅高达 4.79%，本已于前日破坏反弹节奏的郑糖再受拖累跳空低

开过百点，5 月合约早盘走弱下探新低 6227，午盘在 A 股向好及自身空头获利盘减仓推升下震荡

修复报收小阳线，但仍留有下跌跳空压力；资金明显流向远月，浙江永安在 5 月合约上空头火力

并未明显减弱；日线 KDJ 指标于中值之下死叉，形态恶化，在缺口压力下低位震荡概率较大，高

开不宜追多，短线空单在缺口压力下轻仓持有，失守 6230 短多止损。（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

岩）

【强麦：低位多单谨慎持有，日内高抛低吸，区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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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商品市场上演 V型反转行情，强麦主力合约 WS1205 早盘低开低走，随后在股指大幅拉伸

的影响下，期价反弹，全天报收十字星，短期均线横盘交织，技术面反弹乏力。隔夜欧洲央行下

调基准利率 25 个基点至 1%，符合市场预期。但随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对扩大国债购买持

保留态度。欧债的悲观预期影响市场氛围，今日强麦或将震荡偏弱，低位多单谨慎持有，日内高

抛低吸，区间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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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情绪打压市场，短多逢高离场】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的言论打压了市场对欧洲央行将在欧盟峰会后加大公债购买力度的预

期，悲观情绪打压商品市场，隔夜时段美元指数大幅收涨，LME 铜 3 月合约大幅下挫，10 日均线

处受到支撑后窄幅震荡；昨日沪铜主力 1202 合约窄幅震荡，运行于 5 日均线和 10 日均线之间，

预计短期内铜价缺乏仓量的配合，或将弱势震荡，建议短线多单逢高离场观望；中长线多单继续

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铅锌：欧洲与美国消息多空交错 日内短多操作】

周四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对扩大国债购买持保留态度，德国拒绝讨论共同债券的问题，市场

情绪急转直下，风险货币大幅下挫，美元指数大幅走高，隔夜外盘伦铅伦锌应声大幅走低，受此

影响今日沪铅沪锌大幅低开概率较大，但美国周四公布数据表现良好对期价或起到一定支撑作

用，建议投资者日内短多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螺纹钢：短线以观望为宜】

昨日螺纹主力合约1205探底回升，收在5日均线上方，下方支撑明显。11月下旬粗钢产量触底

回升，楼市需求低迷，中小企业资金面依旧“吃紧”，限制期价上行空间；铁矿石价格稳中有涨，

成本支撑期价，外围环境不确定，投资者心态谨慎，减仓迹象明显，短期内或将延续区间震荡，

建议短线投资者仍以观望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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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时机，观望为宜】

COMEX 2月黄金期货合约结算价跌31.40美元，至每盎司1,713.40美元，跌幅1.8%。8日，欧洲

央行宣布下调基准利率并推出一系列新的危机应对措施后，受此影响黄金一度走高。但由于欧洲

央行行长德拉吉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央行不会无限量地购买欧洲受困国国债，欧洲央行

将遵守欧盟条约，其禁止欧洲央行给予政府货币融资，金价因此回吐涨幅。目前，国际金价仍然

运行在1920美元/盎司以来的三角形形态中，近期的震荡区间较前期大幅缩窄。投资者应等待时

机，待金价作出方向选择后再择机进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刘成博）

【橡胶：沪胶日内或调整】

11月中国广义乘用车的销量为124.5万辆，同比下滑2.9%，但环比呈现增长。同时经销商库存

新增50万辆。11月美国车市劲增14%至99万辆。昨日沪胶1205合约高开震荡，收盘至26615低于昨

日收盘价，日内沪胶或将调整，高抛低吸，下方支撑位26000；中长线看沪胶偏强，可逢低谨慎建

立中线多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吴宏仁）

【 LLDPE:外围市场忧虑重燃 连塑多单谨慎持有】

8日，连塑主力 L1205合约以9770元/吨开盘，收盘于9710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了95元/

吨，盘中上下100点窄幅震荡，尾盘大幅减仓，显示9800上方仍存较大压力。欧盟峰会开局不利，

市场认为欧洲央行的政策举措不够全面，打压油价重挫至98美元，外围市场信心动摇严重，后市

变数较多，料连塑继续在9500至9800之间蓄势震荡，近日关注国内经济数据发布情况，建议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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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单谨慎持有，收盘前逢高减仓，9500止损。（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陈小林）

【 PTA:外围压力较大 建议多单减仓】

周四，PTA 开盘后下行，中午前随着大盘的回升而震荡上行，午后小幅回落维持震荡局面，

尾盘收于 8390，较上日均价跌 20 元/吨。PTA 的反弹过程中伴随压力，而市场总体信心仍较为脆

弱，隔夜市场忧虑重燃，原油重挫，在目前宏观面未有明确企稳结论的前提下，PTA 上涨空间依

旧不乐观。延续之前建议，多单谨慎持有， 8500 适当减仓，止损 8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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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操作，不宜追多】

昨日股指早盘创新低，收盘前在 2500 一线承压反弹，飙涨 50 点，无奈股市积弱，午后振荡

回落尾盘减仓，收出低位标准十字星，指数短线方向未卜，追涨还需谨慎，等待量能有效配合。

隔夜欧美股指在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利空言论打压下满盘皆绿，25 个基点的降息和其他增加流动

性的措施也未能挽救市场信心。关注今日 CPI 数据和晚间欧盟峰会结果，隔夜留单需谨慎。日内

短线操作，短空适当持有，不宜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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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星期五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4250 压力： 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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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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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 压力 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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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开震荡 支撑： 19880 压力： 210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减仓持有

白糖 日内预测： 低位震荡 支撑： 6185 压力： 6366

中长建议： 反弹修正节奏被破坏，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玉米 日内预测： 反弹延续 支撑： 2173 压力： 2224

中长建议： 站稳2200则跌势企稳信号可以采信，获利中线空单应减仓落袋。

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2330 压力： 2385

中长建议： 低位多单谨慎持有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2440 压力： 2500

中长建议： 多单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56500 压力： 575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轻仓谨慎持有。

铅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15500 压力： 1570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向上突破 中线逢低可尝试性入多

锌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15600 压力： 1580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向上突破 中线逢低可尝试性入多

铝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16000 压力： 1620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向上突破 中线逢低可尝试性入多

螺纹钢 日内预测： 区间震荡 支撑： 4100 压力： 42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轻仓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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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350 压力：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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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支撑： 26000 压力： 275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看沪胶偏强，可逢低建立中线多单

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9600 压力： 9850

中长建议： 多单谨慎持有

PTA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8200 压力： 8500

中长建议： 适量多单介入，已有多单继续持有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2480 压力： 2580

中长建议：
下方强劲技术支撑，但做多时机还不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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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