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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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政府周一发表声明称，该国已经按照法律完成了总面值1,772.5亿欧元的未偿付国债置换，作为私人部门债务互换计划的

一部分。

2、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周一表示，毫无疑问希腊1,300亿欧元第二轮救助计划中的援助款项将被批准，预计最终决议将在周三出

炉。他指出，希腊局势和西班牙之间没有关联，预计西班牙将达到其2013年的赤字目标。

3、美国财政部周一(3月12日)公布，2月预算赤字扩大至2,320亿美元，2011年2月为赤字2,230亿美元。今年2月政府支出为3,350

亿美元，略高于2011年2月的3,330亿美元。

4、美国谘商会3月12日公布，美国2月谘商会就业趋势指数月率上升1.38%，至107.46，为连续第五个月上升，表明美国就业市场

增长速度继续加快，与近期显示就业市场呈现好转势头的数据基本一致。

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3月12日发布的最新月度指标显示，OECD 1月综合领先指标升至100.9，为连续第三个月回升。

OECD称，领先指标显示出欧元区情况好转的初步迹象。同时，欧元区、英国、美国和日本领先指标均出现不同幅度上升，巴西和

中国则录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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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量调整，大豆系列寻机加码】

CBOT 大豆市场，运行至 5个半月的高位后，技术超买出现获利抛压，美豆周出口检验量低于

前周，隔夜谷物市场涨跌不一，美豆缩量小幅调整，玉米价格大幅攀升。国内方面，菜油

10000，棕油 8500，豆油 9500，这些关键关口附近面临震荡整固，连豆价格缩量整理，粕市午后

增仓上行。总体来看，大豆油脂系列，短期技术修正过程中，是多单寻机加码良机，注意把握机

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印度出口政策利空棉价，郑棉弱势多单谨慎持有】

郑棉主力 1209 合约周一平开，日内受印度棉花出口解禁而快速走低，期价下跌 195 点报收

于 21560 元/吨，日 K线呈中阴线跌穿 60 日线。技术指标均显示空头信号，量能较强，成交 20 万

手，持仓量为 31.5 万。晚间美棉指数报收五连阴，跌破 90 美分大关。预计郑棉近期仍将弱势，

但尽管郑棉遭遇 USDA 和印度政策的双重利空，棉价下方始终有新收储价托底，同时昨日郑棉增仓

以主力多头占优，因此郑棉多单谨慎持有，若下破 21470 则短多止损。（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

磊）

【白糖：地量交投，短线难破盘整格局】

农产品巨头 Cargill 在 ICE 原糖 3 月合约摘牌时接手大量原糖，巴西港口待运食糖量大增，

加剧美糖短线供应压力，指数在 23 美分附近超跌低位仍难企稳；郑糖昨日最高价 6620，最低价

6608，围绕 5 日线交投，波幅仅 12 点，成交萎缩至 15.2 万手地量，5 至 20 日均线与布林中轨纠

结于 6605 至 6630 区域，牵制短线涨跌；当前炒作消息缺乏新意、量能严重匮乏的情形之下，惯

性延续震荡几乎成为必然，短线参照上述区域为中轴高抛低吸，多看少动。（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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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岩）

【强麦：关注期价是否收于 10 均线上方】

周一国内农产品市场走势分化，强麦探底回升，主力合约 WS1209 早盘大幅跳水，午后期价

略有拉伸，盘终报收带长下影线的小阴线，收盘期价跌至 10 日均线下方，MACD 红柱缩短，技术

面调整。从主力持仓动向看，空头减仓，多头跟进不积极，盘面上涨动能不强。今日关注期价高

开后 10 日均线支撑情况，若收上 10 日均线，则短多操作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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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情绪偏谨慎，短多谨慎持有】

欧元集团主席容克表示希腊 1300 亿欧元第二轮救助计划中的援助款项将被批准，预计最终决

议将在周三出炉，届时该国债务违约带来的担忧情绪也暂告一段落；同时美国就业市场反弹的迹

象令投资者对美联储推出更多宽松政策的预期降温；另外，中国 2 月逾 300 亿美元贸易逆差引发

市场对中国基金属需求的担忧，隔夜交易时段美元指数小幅回落，LME 铜 3 月合约窄幅震荡，建

议投资者关注即将召开的美联储会议，预计短期内期铜仍将维持高位区间震荡，建议短线多单谨

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铅锌：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在即 谨慎持多】

周一欧元集团主席容克表示，对希腊的第二轮援助将在 3 月 14 日早正式启动，美联储将在明

天召开货币政策会议，这都将有助于增加市场多头气氛，但是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引发

原材料需求降低的忧虑令商品市场普遍承压。铅锌行业方面：美国 1 月铅进口环比增加 60.9%，

同比增加 72.6%；美国 1 月锌进口环比减少 29.1%，出口环比增加 71.8%；国内 2 月压铸锌合金企

业平均开工率为 71%，较 1月的 39%回升明显。建议投资者可谨慎持有多单，无单激进者可逢低入

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螺纹钢：期价重心小幅上移，或将延续走强】

周一螺纹主力合约 1210 窄幅震荡，均线系统支撑明显，收于小阳线，期价重心小幅上移；近

期钢市基本面利多消息增多，政府工作报告称 2012 年将加大对农村水利基础建设及水电设备的投

入，同时中央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房资金投入和补助力度；且天气转暖，需求有回暖迹象，中钢协

统计的全国 26 个主要城市建筑钢材社会库存延续下降，国内建材价格稳中有涨，预计期价延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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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A：短线偏多操作】

PTA1205 合约周一报收中阴线，跌破 5、10 和 20 日均线。技术指标上显示偏空，但期价仍处

日线分水岭之上。隔夜美元指数和美原油指数双回调，但美原油总体向好。预计 PTA 仍将震荡偏

多，操作上建议逢低入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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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反弹】

市场震荡蓄势的迹象存在，反攻仍在继续中，期指移仓换月逐步加快，空头减仓较多，可能

打压决心动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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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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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3 日星期二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4460 压力： 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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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 压力：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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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0 压力 9600

中长建议： 期价有效站稳半年线，多单持有

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偏多 支撑： 21450 压力： 22000

中长建议： 多单60日线之下逢低加码

白糖 日内预测： 窄幅盘整 支撑： 6550 压力： 6710

中长建议： 到达去年四季度整理区间压力位遇阻横盘，多单逢高减仓兑现盈利。

玉米 日内预测： 反弹延续 支撑： 2408 压力： 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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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震荡 支撑： 2600 压力： 2680

中长建议： 中线观望，短线关注期价在10日均线定夺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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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高走 支撑： 15900 压力： 16100

中长建议： 中线以观望为主

锌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15900 压力： 16100

中长建议： 中线以观望为主

铝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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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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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日内预测： 低开偏多 支撑： 8852 压力： 9246

中长建议： 中线持多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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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