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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芝加哥分会周二(1月31日)发布报告称，该国1月份采购经理人数据表现不甚理想，显示出制造业活动降温同

时就业增长迟滞。同时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60.2，低于预期水平的63.0，也低于12月修正后的

62.2。

2、Redbook Research周二(1月3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1月28日当周红皮书商业零售销售年率上升2.0%，此前一周上升

2.5%。数据还显示，1月份前四周全美连锁商店销售月率下滑1.8%，年率上升2.7%。

3、根据美国谘商会周二(1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至61.1，12月修正后数据为64.8，初值为64.5。1月消费

者信心指数远低于此前经济学家预计的68.0。

4、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周二(1月31日)公布，法国2011年12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小幅下降，符合预期。数据显示，法国去年12

月PPI月率下降0.1%，前值上升0.4%；年率上升4.7%，前值上升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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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市：【豆市：【豆市：CBOTCBOTCBOTCBOT 市场全线上扬，连盘豆类止跌回升】市场全线上扬，连盘豆类止跌回升】市场全线上扬，连盘豆类止跌回升】市场全线上扬，连盘豆类止跌回升】

隔夜，外围市场出现分化，前期涨幅巨大的商品承压回落，而 cbot 谷物市场，在天气炒作激

励下，全线回升，小麦领涨收于年内新高，豆类亦收复了 30 日急剧下跌的部分失地，2 月 9 日下

周四，USDA 谷物供需报告或将进一步下调南美大豆产量，而此前，主要作物观察机构纷纷大幅

下调了南美大豆产量数据； 故此，空头回补下，市场对 30 日的急跌之势，做出了必要修正。连

盘市场昨日低开高走，盘间全面增仓上扬，技术特征仍显强势，大豆远月 1301 合约颇具多单价

值；油粕立于 5 日均线上方，追随大豆涨势；日内关注我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宏观数据对盘面造成

的冲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外盘持续下跌，郑棉逆势上涨：外盘持续下跌，郑棉逆势上涨：外盘持续下跌，郑棉逆势上涨：外盘持续下跌，郑棉逆势上涨】】】】

郑棉节后表现以后强势，无惧外盘连续收跌的影响，本周报收两连阳，期价上冲 21600 元/吨附

近压力位。技术指标显示多头行情，各长短周期均线对期价支撑作用显著，尤其 5 日均线始终抬

升期价。郑棉主力 1205 合约周二仓量均有小幅回升，值得关注的是，郑棉主力即将移仓至 1209

合约。建议郑棉多单继续谨慎持有。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收储炒作再掀波澜，短线谨慎看多】【白糖：收储炒作再掀波澜，短线谨慎看多】【白糖：收储炒作再掀波澜，短线谨慎看多】【白糖：收储炒作再掀波澜，短线谨慎看多】

ICE 原糖续跌确认失守 60 日线，日线周期常规均线系统呈联合压制之势，前日起执行调整后与

郑糖有半小时重合交易时间，对郑糖短期冲击不明显；昨日早盘微幅低开略作震荡，随后在收储

炒作再掀波澜提振下增仓放量上扬，日线中阳坚守 5 日线支撑，维系日线周期反弹排列，布林通

道敞口放松上方压制，反弹技术基础仍在；多头主力单个席位再现单日过万手增仓，但已有对锁

增仓倾向，主力席位内部分化加剧，谨慎看反弹延续，短多持有不加仓为宜，失守 6450 之前不宜

开隔夜空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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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麦强麦强麦强麦：：：：多单持有多单持有多单持有多单持有】】】】

周二强麦继续强劲反弹，领涨商品市场。主力合约 WS1209 日 K 线四连阳，期价站稳 60 日

线，必盈主力做多意愿较强，MACD 红柱延长，技术面支撑较好。隔夜 CBOT 谷物市场集体走

强，市场担忧黑海地区寒流或损害作物生长，美麦指数大幅收涨。近期强麦资金关注度高，技术

上反弹强劲，低位多单持有，短线依托分水岭偏多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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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数据令市场担忧，期价或将延续调整美国经济数据令市场担忧，期价或将延续调整美国经济数据令市场担忧，期价或将延续调整美国经济数据令市场担忧，期价或将延续调整】】】】

美国 1 月份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低于预期水平，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周二称，由于经济增

长乏力，美国今明两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被大幅上修，市场担忧情绪再起，隔夜美元指数

大幅拉升，LME 铜 3 月合约 5 日均线承压回落，预计短期内沪铜延续震荡调整的可能性大，建议

前期多单继续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或将延续震荡整固：或将延续震荡整固：或将延续震荡整固：或将延续震荡整固】】】】

周二螺纹主力1205合约受外盘商品金属普跌拖累，快速跳水后，10日均线支撑明显，收于长

下影线小阴线，空头杀跌信心不足，期价下跌空间或有限；房地产调控逐渐深化，全国主要城市

春节期间成交低迷；随着春节后逐步进入传统旺季，市场或迎来一波补库存需求，预计期价短期

内期价震荡整固后继续上行的可能性大，建议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黄金：谨慎看多】【黄金：谨慎看多】【黄金：谨慎看多】【黄金：谨慎看多】

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投最活跃的四月黄金期货合约1月31日结算价涨6美元，至1,740.40美元/盎

司，涨幅为0.4%，创近八周来最高结算价水平。昨日美国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表现疲软，抑制

了金价的涨势。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和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均不及预期，显示出美国经济的复

苏步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受此影响，美元指数快速反弹，黄金回吐了早前的部分涨幅。操作

上，前期获利多单可适度减仓以保护盈利。（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刘成博）

【橡胶：日内或将震荡整理】【橡胶：日内或将震荡整理】【橡胶：日内或将震荡整理】【橡胶：日内或将震荡整理】

雷诺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预计2012年欧洲市场的新车销量将同比下降2%至3%，

法国的新车销量将同比下降5%至6%。大陆轮胎美洲分公司提高卡车胎价格，涨幅最高达9%。惠

誉评级公司称，在可预见的将来，增长速度必然放缓至5%-10%之间，基本上会与2011年的速度持

平。上一交易日沪胶1205合约高开震荡走强，日内沪胶或将震荡整理，上方阻力位28000，下方支

撑27000。（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吴宏仁）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短线仍有反弹】【股指期货：短线仍有反弹】【股指期货：短线仍有反弹】【股指期货：短线仍有反弹】

期指昨日小幅震荡回升。从技术面、以及目前存在诸多利好预期，且多单增持较多等因素看，

短线面临反弹。其后央行是否出台调降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将决定进一步多空方向。（新纪元期

货研究所 席卫东）

http://www.fx678.com/News/currency/US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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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4280 压力：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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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走强 支撑： 2900 压力： 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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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走强 支撑 8990 压力 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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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开窄幅震荡 支撑： 21000 压力： 21600

中长建议： 多单持有观望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强势震荡 支撑： 6388 压力： 6651

中长建议： 日线周期次级反弹未完结，开空单条件不成熟。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维持强势 支撑： 2300 压力： 2358

中长建议： 反弹无见顶信号，周线级别多单谨慎持有。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2515 压力： 2600

中长建议： 多单持有，短线依托分水岭偏多操作

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调整 支撑： 2545 压力： 2585

中长建议： 不破上升趋势线，低位多单继续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 日内预测： 震荡调整 支撑： 60000 压力： 615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持有。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4250 压力： 435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轻仓谨慎持有。

黄金黄金黄金黄金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345 压力： 355

中长建议： 谨慎看多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27000 压力： 28000

中长建议： 上方强阻力位 30000，可适当止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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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 支撑： 2300 压力：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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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建议： 鉴于利多因素偏多，可先建立少量多单，根据后续政策等因素决定多空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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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