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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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周五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在垃圾级区域内进行进一步下调，跟随其他两大评级机构的步伐。惠誉将希腊长期

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由“C”下调至“RD”，即限制性违约。

2、穆迪3月9日表示，希腊完成的1700亿欧元债券置换乃廉价交易，导致现有债券净现值损失超过70%，因而构成债务违约。

3、西班牙政府一位高级官员3月9日表示，西班牙期望在3月12日欧元区财长会议上澄清对于其预算赤字目标的误解。西班牙预计

各国财长将在3月12日会议结束时发布一则声明，支持该国削减预算的努力。

4、美国劳工部3月9日数据显示，美国2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2.7万人，预期增加21万人。私营企业招聘再次推动非农就业

人数增长。此外，前两个月的非农数据也大幅上修。2月失业率持稳8.3%。

5、美国经济周期研究所周五称，衡量美国未来经济增速的一项指标最近一周小幅上升至逾六个月高位，其增长年率也出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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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豆类油脂打开新的上涨空间】

3月 9日，USDA 将巴西大豆产量调降 4.9%至 6850 万吨，同时调降阿根廷大豆产量预估 3.1%

至 4650 万吨；维持美国大豆产量和库存不变，调降全球大豆库存 4.98%至 5730 万吨，3月报告奠

定全球大豆长期利多的基调。最新 CFTC 基金持仓显示，基金连续数周增持净多头寸，规模超 16

万手，投机资金热情高涨。国内方面，2月 CPI 数据宣告中国暂别负利率时代，也就在数据发布

同日，油脂价格飙升领涨，带有补涨色彩。菜油 10000，棕油 8500，豆油 9500，这些关口突破

后，油脂价格将极富上涨的想象空间，强烈推荐多单持有并寻加码时机。大豆价格 4500 告破，仓

量扩张亦将厚积薄发；领涨龙头粕市涨势暂缓，获利抛压过后，期间料将重启升势。短期美盘技

术指标走空，内外盘或存在背离情况，连盘市场多单积极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白糖：多头主力逢反弹集中减仓，短线难摆脱高位震荡】

上周前四个交易日承压 5日线失守布林中轨，周五逼近 6550 前期多空密集建仓价位寻得支撑

报收抵抗性阳线，价格重回 5日线上，打乱持续超过一周的回跌步伐，短线行情重归区间震荡；3

月 8日第三次收储交易共成交 4.96 万吨，平均成交价 6753 元/吨，环比下调 24 元/吨，短多对收

储利多的期望落空；穆迪称希腊完成 1.77 亿元债务置换是廉价交易，已构成违约，美元大涨，美

糖承压继续回落，结合郑糖领军多头逢高大幅减仓表现，预计郑糖短期内将继续高位区间震荡行

情。（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逢低短多操作】

上周强麦增仓放量，期价略有回调。主力合约 WS1209 前四个交易日震荡回调，周五期价重

新站上 10 日均线。目前国内宏观环境向好提振市场，但现货基本面并无重大利好，宽松的供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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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仍将成为限制期价反弹空间的重大压力。短期强麦下方支撑较好，逢低短多操作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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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情绪转好，短多谨慎入场】

美国 2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继续强劲增长，使得在过去的六个月美国就业增长为 2006 年以来最

强，从而削弱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采取进一步货币刺激政策的预期；希腊在私人部门债务互换结

束后启用集体行动条款，该条款强迫所有未参加换债计划的债权人一并遭受减记损失，同时国际

评级机构惠誉将希腊评等由“C”降至“限制性违约”；周五晚间交易时段 LME 铜 3 月合约大幅上

扬，收于中阳线，预计短期内期铜仍将维持高位区间震荡，建议短线多单谨慎入场。（新纪元期货

研究所 尚甜甜）

【铅锌：外盘铅锌技术压力凸显 多单逢高离场观望】

上周五美国 2 月非农就业好于预期，提升了市场对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预期。但国际掉期业

务及衍生投资工具协会（ISDA）称希腊实际上已经发生“信贷事件”并触发信贷违约掉期

（CDS）。铅锌行业方面，上海市拟定铅蓄电池排污标准：参考最严格指标；杭州恒基集团 80 万吨

镀锌板项目正式开工。注意到上周五外盘铅锌期价呈现冲高回落走势，凸显上方压力，建议投资

者多单逢高离场观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螺纹钢：期价演绎探底回升态势，后市延续走强概率大】

上周螺纹主力合约 1210 震荡上扬，较之 5 月合约表现较强，重新站上 4300 一线上方，仓量

继续放大；近期钢市基本面利多消息增多，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2 月下旬重点企业粗钢日均产

量环比下降；政府工作报告称今年将加大对农村水利基础建设及水电设备的投入，且中央要进一

步加大保障房资金投入和补助力度，随着保障房资金紧张局面缓解，有望拉动建筑钢材需求，国

内建材价格稳中有涨，预计期价震荡走强概率大，建议前期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反弹继续】

市场调整之后的反攻仍在继续中，板块和个股活跃度再次提高，期指空头未在大幅加仓，未

来震荡上扬几率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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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0 压力： 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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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 压力： 320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站稳半年线，多单持有

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9430 压力 960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站稳半年线，多单持有

白糖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6513 压力： 6710

中长建议： 到达去年四季度整理区间压力位遇阻，多单减仓兑现盈利。

玉米 日内预测： 高开回落 支撑： 2408 压力： 2463

中长建议： 放量飙涨逼近历史高位，中等仓位持有多单不宜追加。

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2620 压力： 2680

中长建议： 中线观望，逢低短多操作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2670 压力： 2700

中长建议： 短期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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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低走 支撑： 15800 压力： 16100

中长建议： 中线以观望为主

锌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5800 压力： 16000

中长建议： 中线以观望为主

铝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6100 压力： 16300

中长建议： 中线以观望为主

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偏多 支撑： 4300 压力： 435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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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上扬 支撑：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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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0%仓位，根据后续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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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