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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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周五(12月23日)表示，其向全球欠发达国家提供零利率贷款的期限将延长一年。IMF发言人表示，因

各国对11月份延期的提议没有异议，这批贷款自动延长零利率期限一年，为2009年以来的首次。

2、瑞士央行(SNB)上周五(12月23日)在其季度报告中表示，由于全球经济下滑，且瑞郎走强伤及出口订单，预计未来几个月瑞士经

济表现将会趋软。该行预计，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将增长1.5%-2.0%，2012年将增长0.5%。

3、意大利统计局(Istat)上周五(12月23日)公布，意大利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91.6，远低于预期的95.0，跌至1996年1月以来最低

水平，因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导致意大利家庭的信心受挫。

4、美国商务部上周五(12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新屋销售年化月率增长1.6%，连续第三个月上升，这是在经济复苏漫

长道路上遇到巨大障碍的房地产行业出现改善的新迹象。

5、美国经济周期研究所(ECRI)周五(12月23日)发布报告称，衡量美国未来经济增速的一项指标最近一周小幅下跌，增长年率亦下

滑。数据显示，美国12月16日止当周领先指标(WLI)微降至121.3，之前一周为122.3，该指标的增长年率下滑至-7.7%，之前一周

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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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金融市场休市，连盘日内或维持震荡基调】【豆市：外围金融市场休市，连盘日内或维持震荡基调】【豆市：外围金融市场休市，连盘日内或维持震荡基调】【豆市：外围金融市场休市，连盘日内或维持震荡基调】

今日，美、英等外围金融市场休市，一定程度上，这破坏了外围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连续性和

同步性，缺乏指引之下，连盘市场料维持震荡交投，盘中波动或依赖股指人气所向。元旦春节临

近，节气备货支撑油粕价格季节性回升；拉尼娜天气影响，大豆市场天气升水溢价被不断抬升；

连豆 4300 点附近横盘整理，依托 5 日线持有季节性多单；连粕关注 2930 附近压力，未能有效突

破多单减仓，但中期维持多头思路；豆油 8950 至 9000 区域面临短期压力，旺季突破的概率较

大，维持多头思路。（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量能疲弱，小幅回调量能疲弱，小幅回调量能疲弱，小幅回调量能疲弱，小幅回调】】】】

郑棉指数本周继续小幅收涨，在 20800 附近窄幅震荡，量能疲弱。美棉已经遭遇了 15 周的向下

调整。技术指标 MACD 出现底部钝化现象，期价远离各周期均线，而目前的价格已经距离

2010/11 年度美国棉花农场均价 81 美分/磅十分相近。美棉即将触底反弹，宏观面相对温和，基

本面上棉花需求并无实质好转，国棉将在外盘企稳、收储成交良好的提振下蓄势向上，棉价有继

续上行的意图，但量能配合较差，短期或小幅回调。(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交投重心移至【白糖：交投重心移至【白糖：交投重心移至【白糖：交投重心移至 9999 月，运行于震荡筑底阶段】月，运行于震荡筑底阶段】月，运行于震荡筑底阶段】月，运行于震荡筑底阶段】

郑糖 9 月成交量首次超越 5 月，周五盘间震荡上试破位起点 6215 压力，流入多头资金略占优

势助推 9 月相对显强，上周行情整体处于中线跌势试探筑底阶段，6000 大关支撑短期有效；至上

周，制糖集团陈糖清库工作近尾声，库容充足，不急于降价销售新糖，现货报价周跌幅在 50 元以

内，已明显趋缓，“成本支撑”被屡屡提及，短期内糖价僵持不下；郑糖空头主力近期倾向于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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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隔日短线小波段短炒，当前不宜再加仓中线空单，获利空单准备保护盈利，日内短线可少量尝

试逢低布置多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沪铜沪铜沪铜沪铜：：：：短多继续谨慎持有短多继续谨慎持有短多继续谨慎持有短多继续谨慎持有】】】】

上周美国新屋开工和企业信心指数等一系列数据均好于预期，初请失业金人数跌至自 2008 年 5

月以来最低水平，商品市场受此提振集体上扬；标普高管表示，尽管欧洲央行向该地区的银行体

系发放了近 5 千亿美元的低利率贷款，但是这并不能使其免于评级被下调的风险，欧元区问题带

来的系统性风险依然较大；周五晚间交易时段 LME 铜 3 月合约尾盘小幅回落，依然依然收于均

线系统上方，预计短期内沪铜震荡偏强的可能性大，建议 10 日均线以上多单可继续谨慎持有。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铅锌：【铅锌：【铅锌：【铅锌：年末假期临近年末假期临近年末假期临近年末假期临近市场情绪趋于谨慎市场情绪趋于谨慎市场情绪趋于谨慎市场情绪趋于谨慎 日内短线偏空思路操作】日内短线偏空思路操作】日内短线偏空思路操作】日内短线偏空思路操作】

上周五美国国会批准了延长削减薪资税计划，美国 11 月耐用品订单出现 4 个月以来的最大增

幅，经济数据利好提振市场信心，但上周五意大利十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再度突破 7%的关键位

置，欧债问题继续承压，加之圣诞节假期且年末假期临近，市场情绪趋于谨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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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或将延续，短多持有：反弹或将延续，短多持有：反弹或将延续，短多持有：反弹或将延续，短多持有】】】】

上周螺纹主力1205合约震荡上扬，底部支撑明显，突破前期重要压力位4200一线，技术面表现

较好；基本面来看，11月粗钢产量年内首次同比下滑，虽然各地陆续出台延续房地产限购政策，

但业内人士认为，由于现存政策执行存在差异且地方相关财政吃紧、房地产税推广在即，因此过

度从紧的调控政策2012年有望微调，预期好转，谨慎乐观情绪提振市场，短期内期价或将延续反

弹，建议短线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日内将攻击【橡胶：日内将攻击【橡胶：日内将攻击【橡胶：日内将攻击 26000260002600026000】】】】

欧美数据利多，美国汽车网站 Edmunds.com 日前预测，在今年下半年强劲复苏的基础上，

2012年美国汽车总销量将达1,360万辆。上一交易日沪胶1205合约高开高走，收盘涨1.43%至

25575，日内沪胶或将震荡整理，上方阻力位26000；中长线看沪胶偏强，可逢低在24000上方建立

中线多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吴宏仁）

【【【【 LLDPE:LLDPE:LLDPE:LLDPE:；料将冲击；料将冲击；料将冲击；料将冲击 60606060 日线日线日线日线 中长走向仍需观察】中长走向仍需观察】中长走向仍需观察】中长走向仍需观察】

23日，连塑主力 L1205合约以9380元平开高走，冲击9500，最终收于9495元，较上一交易日上

涨了110元，表现相对较强。现货市场报价小幅走高，部分石化厂家也上调出厂价，但终端需求延

续疲态，观望居多。11月进口量低于去年同期，缓解供应面压力的加剧。整体而言，在成本和一

定的远期预期支撑下，连塑有继续走强的迹象，但在节前，鉴于原油价格处于关键位置、现货市

场起色有限，其上涨幅度有待观察，现有多单可继续持有，60日线即9650附近适当减仓，暂时不

宜追涨。（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陈小林）

【【【【 PTA:PTA:PTA:PTA: 原油百元关口原油百元关口原油百元关口原油百元关口 节前谨慎区间操作】节前谨慎区间操作】节前谨慎区间操作】节前谨慎区间操作】

上周五，PTA 开盘后走高，但涨幅不大，主力 1205 冲击 60 日均线后回落，日内走势震荡，

尾盘收于 8290，仍未冲破 8300 压力，较上日均价涨 28 元、表现平平，继续维持窄幅波动。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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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下游涤丝的产销回落，需求依旧不温不火，也难以对 PTA 期价产生影响。隔夜油市在假期

前交投清淡，关注近日 100 美元附近表现，鉴于内外环境变数依然较大，加之元旦假期在即，近

期国内或生犹豫，TA 期价也将保持区间震荡。建议节前 8150 至 8350 之间择机区间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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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操作，关注多空对峙结果】【股指期货：短线操作，关注多空对峙结果】【股指期货：短线操作，关注多空对峙结果】【股指期货：短线操作，关注多空对峙结果】

适逢圣诞，外盘休市。国内周末没有明显改变市场方向的消息。1 月 6 日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

会议将召开，需关注。上周股指 7 连阴，日 k 线虽然有横走冲击 2400 的意愿，但是多数技术指标

均显示偏空格局。且中证、国泰巨量空单依然没有减持意愿，多空对峙加剧，市场或有大波动。

建议日内短线波段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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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星期一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4310 压力： 4380

中长建议： 国储入市将托起豆市底部，中期震荡偏多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2860 压力： 2930

中长建议： 突破2800下降趋势，启动季节性上涨，逢低入多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8850 压力 8990

中长建议： 8600止跌，逢低入多尝试季节性买入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偏空 支撑： 19880 压力： 21000

中长建议： 多单21000之下逢高减持，逢低介入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冲高回落 支撑： 6040 压力： 6300

中长建议： 交投重心移至9月，运行于中线跌势试探筑底阶段。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震荡反复 支撑： 2226 压力： 2274

中长建议： 2260压力位将有反复，少量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55100 压力： 565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轻仓谨慎持有。

铅铅铅铅 日内预测： 平开低走 支撑： 15200 压力： 15400

中长建议：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恐将继续恶化 中线偏空思路操作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低开低走 支撑： 14700 压力： 15000

中长建议：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恐将继续恶化 中线偏空思路操作

铝铝铝铝 日内预测： 平开低走 支撑： 15800 压力： 16000

中长建议：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恐将继续恶化 中线偏空思路操作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4150 压力： 425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轻仓谨慎持有。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24000 压力： 260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看沪胶偏强，可逢低在 24000 上方建立中线多单

塑料塑料塑料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9300 压力： 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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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建议： 现有多单可继续持有，60 日线即 9650 附近适当减仓，暂时不宜追涨

PTAPTAPTAPTA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8150 压力： 8350

中长建议： 节前 8150 至 8350 之间择机区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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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高回落 支撑： 2300 压力：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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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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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