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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盟统计局3月1日公布，欧元区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初值年率上升2.7%，增幅略高于1月，欧洲爆发寒流及油价上涨都可

能是消费者物价走高的原因。

2、欧盟统计局3月1日公布，欧元区2012年1月失业率大幅升至10.7%，创逾十四年(1997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同时失业人数增加

18.5万人。欧盟27国1月失业率升至10.1%。

3、美国供应管理学会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美国制造业扩张速度放缓。2月份供应管理学会制造业PMI从1月份的54.1降至

52.4。该数据位于50以上表明制造业扩张。

4、国劳工部3月1日公布，美国2月25日止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减少0.2万人，至35.1万，符合预期，四周均值降至2008年3月以来

最低。有分析称，初请失业金人数持续下降表明，企业正放慢裁员步伐。同时，招聘步伐通常也会加快。

5、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周四(3月1日)表示，美国经济增长没有希望的那样强劲，经济复苏依然面临显著下行风险。他指出，因地缘

政治风险加之一系列影响原油供给的因素引发的油价上涨明显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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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豆市：外强内弱连盘技术修正，寻找中期多单加码机会】

周四，USDA 公布的出口销售报告显示，美国截止 23 日当周出口销售大豆 97.64 万吨高于市

场 40 至 80 万吨的预估区间。Cbot 大豆继续收高，粕市领涨，豆油技术调整。连盘市场，昨日波

幅巨大，大豆系列冲高回落，存在拉高出货嫌疑，传统技术指标转空。短期而言，高位价格存在

反复，行情以技术修正为主。中期而言，我们强调，涨势仍将延续，大豆系列技术修正过程中，

寻找多单入场时机，棕油、菜油、豆油等油脂品种，率先深度调整，亦将率先企稳重启升势，注

意把握机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中线多单继续持有】

郑棉主力 1209 合约低开于 21820 元/吨，日内现“过山车”走势，最高探至 21965 元/吨后

尾盘急剧跳水，报收阴线跌 125 点。郑棉周四成交量显著放大。日 K 线上有 20 日线压力，下有 5

日和 10 日线的联合支撑。从分水岭来看，各周期上 K线始终处于多头占优的情形。预计郑棉近期

仍将震荡偏多，中线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三日星线下跌排列，短线趋向于回撤】

美糖连续第三日收阴线，日线头部形态显现；郑糖前期消极跟涨，昨日积极跟跌，低开下

探，收盘失守 10 日线，受制于清淡交投，日波幅继续限定在 30 点以内，主力合约延续减仓 4600

余手，其中前 20 多头减仓占比过半，KDJ 指标自高位钝化区域回落，连续三日星线呈现下跌排

列，短线有回踩 6550 支撑的趋向；短多应及时止盈，可尝试短线入空单，收盘失守 6600 可谨慎

隔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低位多单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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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国内大宗商品上演大幅冲高回落行情。强麦主力合约 WS1209 日 K 线报收带长上影线的小

阳线，期价收盘跌回 120 日均线下方，必盈主力线上破零轴，技术面形态较好。关注前期密集震

荡区 2650 一线的突破情况及后市场交投热情是否延续，低位多单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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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交错，期铜或将延续震荡】

中国和美国 2月制造业 PMI 指数均位于 50 分水岭以上，提振基本金属需求预期；作为欧元区

第二个重症患者，葡萄牙经济或将持续面临下行的压力，欧元区风险依然较大，隔夜美元指数弱

势震荡收十字星，LME 铜 3 月合约均线系统支撑明显，探底拉升，周四沪铜 1205 合约窄幅震荡，

依然维稳于 60000 一线上方，预计短期内沪铜或将延续震荡，建议前期多单可继续谨慎持有。（新

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铅锌：期价短期回调 不宜过分沽空】

周四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好转，但制造业与个人收支数据欠佳，同时伯南克继续看淡美

国经济现状，加上欧元区公布失业数据欠佳，市场情绪较为低迷。与此同时，市场再次评估 QE3

时机，大宗商品价格获得支撑。行业面多空交错，但短期影响偏多。日本三菱物资公司周四称将

铅卖价每吨提高17,000日圆至228,000日圆；近期，内蒙古白旗铅锌矿的正式投产，2012年内蒙古

铅精矿的产量将再度得到释放；湖南发布《关于促进有色金属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原则上湘

江流域重点地区不再审批新建涉重金属项目，不再审批不在专业工业园区内的冶炼、化工项目。

综合以上，建议投资者中短线多单可谨慎持有，逢高部分减持以降低风险，无单者观望为主。（新

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螺纹钢：成本支撑期价，短期内或将震荡】

受中国制造业 PMI 数据利好提振，周四螺纹主力1210合约早盘震荡攀升，但4300一线压力沉

重，午盘快速跳水，报收十字星线；国内部分地区建材价格延续涨势，原料价格以稳为主，因需

求释放，外矿部分价格小幅上涨，成本支撑作用逐步显现；钢市季节性消费旺季逐步来临，需求

启动或助推期价，技术面上方4300一线压力依然较大，预计短期内期价或将震荡，建议前期多单

可继续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PTA：多单 9040 之上继续持有】

TA1205合约上一交易日低开后大幅冲高，报收四连阳呈高位震荡之势，期价突破去年11月高

点。PTA 有下方5、10和20日均线支撑，上方空间打开。美原油指数再度冲击110美元，预计将提

振 TA，操作上建议中线多单9040之上继续持有，短线偏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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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震荡】

市场连续调整后将面临一个弱势震荡，以消化换筹，期指空头依然加仓，后期将进入震荡

期。（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席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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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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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3100 压力： 316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站稳半年线，多单持有

豆油 日内预测： 止跌反弹 支撑 9330 压力 945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站稳半年线，多单持有

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21700 压力： 22000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继续持有

白糖 日内预测： 震荡回调 支撑： 6535 压力： 6710

中长建议： 到达去年四季度整理区间压力位，多单逢高减仓。

玉米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2390 压力： 2428

中长建议： 站稳2400则中线反弹有望再上一城。

强麦 日内预测： 高位震荡 支撑： 2598 压力： 2650

中长建议： 季节性反弹行情仍将延续，多单持有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高位震荡 支撑： 2674 压力： 2732

中长建议： 关注5日均线支撑情况，不破支撑，多单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60000 压力： 615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持有。

铅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16000 压力： 16300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继续持有，逢高可适当减持

锌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15800 压力： 16100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继续持有，逢高可适当减持

铝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16100 压力： 16200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继续持有，逢高可适当减持

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4250 压力： 435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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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日内预测： 高开偏多 支撑： 9040 压力： 9216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继续持有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2300 压力：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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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0%仓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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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