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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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MEX原油4月合约期货周一下跌1.21美元，收至108.56美元/桶，跌幅1.10%，投资者兑现获利了结。

2、德国议会周一(2月27日)批准了希腊第二轮规模为1300亿欧元(约合1750亿美元)救助计划，尽管德国方面始终对希腊能否全力执

行一揽子改革及撙节措施感到不安。德国议会下议院以496对90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计划，这为希腊金援的正式获得奠定了基

础。

3、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NAR)周一(2月27日)发布报告称，美国1月份季调后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升至近两年高点，暗示美国房产市

场正在实现改善。同时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NAR季调后成屋签约销售指数为97.0，为2010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12月

该数据修正后为96.6。数据还显示，美国1月NAR季调后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上升2.0%，去年12月修正后为下降1.9%，1月份数

据年率升幅为8.0%。上述数据公布后，美国股市随即缩减早盘跌势，以欧元为首的风险资产亦实现小幅回暖。

4、27 日，欧元兑美元下跌，因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评级前景从“发展”下调至

“负面”，同时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下调至“选择性违约”。标普也表示，可能在债务交换完成后考虑希腊违约情况是否结束，评

等可能被上调至“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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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盘大豆系列面临补涨，多头机会凸显】【豆市：连盘大豆系列面临补涨，多头机会凸显】【豆市：连盘大豆系列面临补涨，多头机会凸显】【豆市：连盘大豆系列面临补涨，多头机会凸显】

因出口需求强劲和南美产量预期下调，CBOT 大豆已攀升至 5 个月新高，突破 1300 美分/蒲

式耳。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的周出口销售量本年度达 115.9 万吨，下一年度 287.3 万吨，总计

403.2 万吨；巴西农产品咨询机构大幅下调巴西大豆产量预期，其中 Agrural 预计该国 11/12 年度

大豆产量预估 6800 万吨，远不及 1 月预估的 7020 万吨。CBOT 大豆系列涨幅不一，粕市领涨。

连盘市场，昨日大豆资金兴趣匮乏，处于严重滞涨的局面，连粕突破 3100 关口，压力区为 3180

至 3200；连豆油 9400 附近整理平台，一经突破，将打开新的上行空间；操作上，大豆系列趋势

多单继续持有，短期仍将偏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白糖：郑糖跟涨，突破不明朗，短多日内为主】【白糖：郑糖跟涨，突破不明朗，短多日内为主】【白糖：郑糖跟涨，突破不明朗，短多日内为主】【白糖：郑糖跟涨，突破不明朗，短多日内为主】

美糖炒作短期供给紧张而强势反弹，放量突破，相比之下郑糖表现平淡，略作回试后跟涨报收

中阳线，试探突破前高，日成交量环比放大一倍，但逼近前高及布林通道上轨压力多头主力表现

保守，前 20 净多持仓明显减少，空头前三甲合力增仓共振，拖累突破关键压力位信心；低迷的现

货交投未因云南干旱纵深发展而有丝毫起色，郑糖跟涨特征明显，突破不明朗， 6700 短期压力位

或有震荡反复，内外糖短线技术指标同步超买，隔夜风险集中，新短多日内操作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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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支撑明显，多单继续持有底部支撑明显，多单继续持有底部支撑明显，多单继续持有底部支撑明显，多单继续持有】】】】

标普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评级前景从“发展”下调至“负面”，同时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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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选择性违约”，但利空影响有限；美国 1 月份季调后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升至近两年高点，乐观

预期提振商品市场，隔夜美元指数窄幅震荡，LME 铜 3 月合约探底回升；同时，印尼 Grasberg 铜

矿再度停产提振铜价，预计短期内沪铜震荡偏强可能性大，建议前期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

研究所 尚甜甜）

【铅锌：多空交融【铅锌：多空交融【铅锌：多空交融【铅锌：多空交融 多单谨慎持有】多单谨慎持有】多单谨慎持有】多单谨慎持有】

周一美国1月份成屋签销数量攀升至近两年新高，德国议会批准希腊救援方案，但是 G20国家

拒绝立即支持欧洲，此外，标普宣布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评级前景从“发展”下调至“负

面”。风险货币总体上维持下行态势，但美国经济数据走好和希腊形势稳步取得进展，市场情绪获

得一定支撑。铅锌行业面来看，近期“血铅”事件有所抬头，日本1月精炼锌出口同比大增49%，

其中对我国出口增长近两倍，短期来看铅锌期价或将承压。综合以上，建议投资者中短线多单继

续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螺【螺【螺【螺纹钢：需求回暖预期增强，多单继续持有】纹钢：需求回暖预期增强，多单继续持有】纹钢：需求回暖预期增强，多单继续持有】纹钢：需求回暖预期增强，多单继续持有】

螺纹加速移仓换月，周一主力1205合约高开高走，站上均线系统；远月1210合约表现较强，增

仓放量上行；欧债危机缓解，国际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投资者信心得到提振；国内钢市下游需求

旺季逐步来临，钢材现货和原材料市场稳中运行，预计后市期价震荡偏多的可能性大，建议前期

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日内或震荡调整】【橡胶：日内或震荡调整】【橡胶：日内或震荡调整】【橡胶：日内或震荡调整】

越南橡胶协会日前称，最近越南橡胶出口价涨至3700-3750美元/吨，较1月份上涨500美元/

吨。目前越南国内市场橡胶价格也涨了1000万越盾/吨。上一交易日1205合约高开低走尾盘急跌，

收跌1.38%至28910，日内沪胶或震荡调整，上方阻力位30000，下方支撑28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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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反弹确立，短期谨防回调风险】【股指期货：中期反弹确立，短期谨防回调风险】【股指期货：中期反弹确立，短期谨防回调风险】【股指期货：中期反弹确立，短期谨防回调风险】

昨日股指冲高回落，收出长上影小实体阳线，市场成交量和持仓量表现平稳，整体上中期反弹

格局确立。欧美经济复苏“缓慢但稳健”，QE3 或越来越远，外围股市也是涨跌互现，小幅波

动，难以提振国内股市。同时 A 股市场有九大板块资金呈现净流出，且股指期货多空前二十持仓

变动显示空头加仓较为积极，短期或有回调风险。操作上，前期多单继续持有，若有效跌破布林

带上轨和 5 日线支撑，建议减仓或短空对冲保护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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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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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0 压力： 4480

中长建议： 南美产量忧虑及北美种植面积之争存在炒作空间，大豆价格逢低吸筹多单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3080 压力： 315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站稳半年线，多单持有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9400 压力 948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站稳半年线，多单持有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冲高回落 支撑： 6556 压力： 6797

中长建议： 逼近去年四季度整理区间压力位，多单适量逢高减仓。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2371 压力： 2419

中长建议： 站稳2400则中线反弹有望再上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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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压力： 615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持有。

铅铅铅铅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6100 压力： 16300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继续持有，逢高可适当减持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6000 压力： 16200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继续持有，逢高可适当减持

铝铝铝铝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6200 压力： 16300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继续持有，逢高可适当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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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谨慎持有。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调整 支撑： 28600 压力： 30000

中长建议： 后市沪胶或再次试探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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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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 支撑： 2620 压力： 2740

中长建议： 逢回调整固后建立中线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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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报告内容仅

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期货交易依据，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引

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

自己的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咨询期货研究员并谨慎决策。

本报告旨在发送给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的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报告版权仅为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所

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发布，需注明出处为新纪元期

货有限公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对于本免责申明条款具有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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