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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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10月10日公布，美国8月批发库存月率上升0.5%，符合预期。8月批发销售月率上升0.9%，创2月以来最大升幅，并

且为四个月来首次录得增长。

2、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MBA)10月10日公布，美国10月5日当周MBA抵押贷款申请活动指数下降1.2%，至1008.1，因再融资需求

下降，但购买申请升至6月以来最高水平。

3、意大利统计局10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8月工业产出表现明显好于市场预期，但统计局警告称，数据可能受到了季节

性因素的影响。意大利8月季调后工业产出月率上升1.7%，预期下降0.4%；工作日调整后工业产出年率下降5.2%，预期下降

10.1%。

4、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周三宣布对西班牙主权债务评级进行下调，称该国政府的政策选项因经济衰退而受限。标普将西班牙长

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BBB+”下调两个级距至“BBB-”，短期评级则下调至“A-3”，并维持负面的评级展望。

5、希腊工会官员10月10日表示，希腊的主要公共和私人部门工会将在10月18日启动24小时罢工活动，抗议国际借款人强制希腊实

施的紧缩措施。希腊全国公职协会(ADEDY)、希腊全国劳工总会(GSEE)都将参与此次的抗议。

6、本日重点关注：美国10月6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美国8月贸易帐；德国9月CPI终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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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报告出炉前美盘收跌，利空预期仍在释放】

美国农业部 10 月供需报告出炉在即，路透调查显示，分析师对美豆产量预估均值 27.64 亿

蒲，高于 9月预估的 26.34 亿蒲，单产预估均值 37.006 蒲式耳/英亩，高于 9月预估的 35.3 蒲式

耳/英亩；这份关键的定产报告，牵制 CBOT 市场交投神经，继季度库存报告后，美豆 10 月上旬又

已累积下跌 4.62%，1570 上方测得沉重压力，技术形态上存在继续深跌的条件；油脂价格，马来

西亚棕榈油局的报告显示，马来西亚棕榈油的产量和库存水平攀升至记录高位，这限制了超跌市

场反弹的力度。连盘市场，在凝重的利空氛围中，粕市领衔下跌，近远月反向套利交易表现为近

弱远强，油粕比价向上修正；大豆价格，跌落至半年线附近，日内国储抛售价格仍将回落，并在

相当程度上影响期货价格的下跌节奏。操作上，我们强调，连豆 4760、连粕 3870、连豆油

9264，关键点位处呈现阻力，则仍存在深入下跌的风险，空头回补诱发的反弹不追涨，日内维持

空头思路。（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 震荡上行 多单依托 19500 谨慎持有】

郑棉主力 1301 合约周三缩量微幅收阳，期价平开维持窄幅震荡，承压于 20 日线，暂获 10 日

线支撑。5 日均线上穿 60 日线，短期抬升期价。郑棉近期受到收储的提振，但内外棉差过大以及

新棉上市的冲击，价格上下两难。周三主力多头再度大幅增仓 1352 手至 69571 手，空头小幅减

持。技术指标 MACD 绿柱缩小，DIFF 重回零轴之上，KDJ 三线金叉后向上发散。近期棉价有望继续

上行考验 19700 压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技术反弹不减多空分歧，警惕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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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糖昨日午盘增仓上攻，收盘站上 5300，临近 20 日均线，KDJ 金叉上行发散，技术反弹延

续；期货及电子批发市场联动提振之下，主产区现货价格上调，广西中间商报价上调 50 元至

5800 元/吨，成交温和回暖；主力多空分歧未因技术反弹延续而弱化，多头高换手率、空头增仓

向个别席位集中。隔夜美糖回试 60 日线，日线反弹告一段落；郑糖迫近 5400 附近交投密集压力

区间，短多谨防遇阻回落。（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短多谨慎持有，早稻低位震荡为主】

周三强麦重心上移，主力合约 WS1301 站稳 5 日均线，KDJ 指标低位金叉，MACD 绿柱缩短，

技术面继续好转。早稻期价则小幅下跌，目前市场供给充足，基本面无利多消息，期价难以企

稳。收购方面，目前夏季粮油和早籼稻旺季收购工作已基本结束。截至 9月 30 日，河南、江苏等

11 个小麦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 2012 年产小麦 5762.5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30.9 万

吨；江西、湖南等 8个早籼稻主产区各类粮食经营企业累计收购 2012 年产早籼稻 877.5 万吨，比

上年同期增加 10.8 万吨。南方 9省中晚稻主产区收购工作已于 9月中旬陆续展开。近期受俄罗斯

小麦减产或导致全球小麦供给压力提振，美麦报收三连阳。短期强麦技术反弹延续，低位多单谨

慎持有；早稻低位震荡为主，空单继续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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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震荡 轻持多单】

投资者对欧洲金融系统及全球经济成长的担忧基本抵消世界主要经济体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推

升铜需求的预期，伦铜周三探低回升接近收平。沪铜周三在 59000 之下窄幅波动，今日或将在伦

铜夜晚走高的提振下高开在 59000 一线，技术上看短期期价延续震荡可能性大，建议轻仓多单谨

慎持有，下破 58440 离场观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观望或短线操作】

伦锌受宏观全球经济成长担忧和微观全球锌供应过剩双重打压连跌七日，周三跌破 40 日均

线。沪锌周三探低回升，指标上看，MACD 指标绿色能量柱拉长，KDJ 指标向下发散，技术面继续

趋弱，建议观望或日内短线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螺纹钢：期价 3700 一线受阻回落，短线多单继续持有】

周三螺纹主力 1301 合约开盘后，早盘震荡攀升，3700 一线存在压力，午盘维持高位震荡，

收出小阳线；宏观面而言，9 日央行再次进行天量逆回购，释放流动性，给市场带来利好支撑；

钢市再传利好，据链家地产市场部最新统计显示，第三季度全国 10 个主要的一线城市的土地成交

面积环比上涨，土地市场升温给投资者带来了利好预期；目前下游终端需求正常释放，而价格的

大幅拉涨令二三级经销商观望情绪增加，采购不够积极，因此钢材市场成交放缓，预计短期内螺

纹期价震荡调整后仍有上行的空间。（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警惕回调风险】

周三标普下调对西班牙主权债务评级，市场风险厌恶情绪升温，大宗商品期价普遍收跌，不

过美联储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小幅扩张稍显乐观，从而限制跌幅。从技术上看，沪胶主

力合约前日长阳拉高，昨日高位震荡整理，彰显强势，但日胶指数 MACD 和 KDJ 指标均有回调迹

象，短期或拖累沪胶期价。综合分析，今日外围市场整体氛围偏空，加之日胶技术上又有回调需

求，建议投资者沪胶多单警惕回调风险。（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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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日内短线操作】

美国石油协会(API)周三公布，美国 10 月 5 日当周原油库存增加 160 万桶，汽油库存增加

250 万桶，精炼油库存减少 620 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最新月报中下调 2013 年全球石油

需求增速预估。该组织并表示即使是 9 月供应有所下滑，但在明年供给充足的态势将维持下去。

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周三下调今明两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预估。综合以上，原油价格消息面承

压，但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不确定性尤存，建议投资者以日内短线操作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焦炭：周边品种走强 焦炭关注压力】

港口煤炭库存继续大幅下降，电厂在冬季来临之前抢煤行为促使港口动力煤价格持续坚挺，

炼焦煤市场需求也在逐渐启动，部分地区开始稳步提价，尽管目前提价幅度有限，但供需格局已

发生改变。此种情形料将会逐渐传导至焦炭现货市场，尽管焦炭市场购销尚未出现明显改善，但

价格止跌，多数经销商观望，不再进行砸价销售。国内期货市场继上一交易日后再度走强，最高

逼近涨停板后，受阻回落，今日关注 1550 压力，若再次受阻，多单可适当止盈。（新纪元期货研

究所 赵奔）

【PTA：短线交易为主】

PTA 主力 1301 合约本周前三个交易日探底回升，下方 60 日线支撑作用显著，期价站上短期

均线，重回 7800 之上。TA 前期运行通道未改，技术指标向好。但量能不平稳，持仓情况来看，

空头主力连续两日大幅增持，而多头信心减弱。隔夜美原油指数在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

全球石油需求不足之间权衡，暂时表现平稳，但 EIA 即将公布的库存数据或令市场承压。建议 TA

短线交易为主，新进多单依托 7740 持有，TA 扰动因素较多，近期注意调整头寸以及根据情况及

时转变思路。（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整固后可能再次震荡或走强】

股指期货出现抛压并收阴，但现货市场个股活跃度却很高，涨停个股 50 只左右，经过短线回

档和震荡后，后期有可能震荡走强。现在市场处于政策消息极度敏感时期，预期利好仍存，多空

都应在盘中随时根据最新消息面调整持仓和方向。（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席卫东）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早盘提示信息 201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 日内预测： 维持下探 支撑： 4690 压力： 4780

中长建议： 超跌反抽不追多，逢高沽空

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走低 支撑： 3750 压力： 3830
中长建议： 失守3870，将继续下跌寻底，空单持有

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走低 支撑 9070 压力 9264

中长建议： 短期超跌反弹，寻找沽空机会

棉花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19400 压力： 19600

中长建议： 逢低入多

白糖 日内预测： 冲高回落 支撑： 5190 压力： 5436

中长建议：
反弹不改中线跌势，后市倾向于启动新的下跌推动浪，5370之下持有中线空

单。

玉米 日内预测： 低位震荡 支撑： 2290 压力： 2335

中长建议：
60日均线重要支撑位失守，日线头部形态显现，回撤将进一步深化，多单离

场，轻仓试空。

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企稳 支撑： 2460 压力： 2500

中长建议： 低位多单谨慎持有。

早籼稻 日内预测： 低位震荡 支撑： 2660 压力： 2700

中长建议： 短期仍将维持低位震荡，高位空单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58440 压力： 60580

Cu1301 中长建议： 轻持多单，下破58440离场

锌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15150 压力： 15515

Zn1301 中长建议： 观望

白银 日内预测： 延续回调 支撑： 6900 压力： 7100

中长建议： 伦银考验重要支撑，多单减持保护盈利。

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偏多 支撑： 3650 压力： 3750

1301合约 中长建议：
政策利好增多，“金九“已过，“银十”仍可期，3500之上中长线多单继续持

有。期价站稳60日线，短线多单继续持有。

甲醇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2800 压力： 2850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301合约 中长建议：
目前处于季节性需求旺季，中长线多单仍可继续持有。期价站稳均线系统，

短线多单继续持有。

焦炭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1510 压力： 1560

中长建议： 多单谨慎持有；1550再次受阻适当减持

橡胶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25200 压力： 25800

中长建议： 尝试建多

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10300 压力： 10500

中长建议： 观望为主

PTA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7700 压力： 8000

中长建议： 观望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整固后可能再次震

荡或走强
支撑： 2200 压力： 2800

中长建议：
鉴于未来利多因素预期偏多，可趁回调逐步加多单不超过30%仓位，随时根据外

围局势变化和后续政策、消息等因素决定多空增减。

说明： 1、上表所言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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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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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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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朗晴广场B塔8-2、8-3号

电话：023-67917658

无锡营业部

地址：无锡市南长区槐古豪庭 15 号 7楼（214000）

电话：0510 - 82827006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0516-83831105 83831109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neweraq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