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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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盘简报早盘简报早盘简报早盘简报
2012年4月2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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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ECB)管理委员会委员诺亚4月23日表示，欧洲央行将采取一切举措保持物价稳定性，而近期的非常规举措应作为银行

业及政府寻求改进的机会。

2、荷兰执政联盟4月21日因2013年减赤目标不能达成一致而分裂，首相吕特4月23日递交辞呈，荷兰AAA评级风险上升。

3、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JosefBonnici在接受MarketNewsInternational采访时称，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

景下，宽松货币政策或许需要维持挺长一段时间。

4、周一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制造业PMI初值降至46.0，创2009年6月以来最低；综合PMI创五个月新低47.4。Markit首席经济学家

威廉森称，现在看来，恐将录得连续三个季度衰退。预计未来数个月欧元区经济将继续恶化。

5、摩根大通近日公布的报告表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声明料不会有巨大的改变，也不会做出任何量化宽松的暗

示，且不会改变将极低利率维持至2014年末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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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扰局，抛压沉重】

欧洲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欧元区 PMI 指数不及预期，这一系列欧洲忧虑，打压着市场信

心，隔夜欧美股指大跌，商品普遍收低。尽管美豆出口需求强劲、南美大豆减产等对 cbot 市场形

成支撑，但宏观局势深刻影响整体交投氛围，易促发获利抛盘，cbot 大豆系列盘尾跳水，跌幅超

过 1%。连盘市场，昨日高开低走，涨幅缩窄，呈现外强内弱局面，领涨龙头豆粕，中粮系多头资

金锐减，暗示期价面临季节性压力；连豆 4700、豆油 10000 关口，均面临较强阻力。五一长假迫

近，豆类油脂系列，近日谨慎不追高，谨防季节性下跌，日内震荡整理短线交投。（新纪元期货研

究所 王成强 )

【白糖：惯性延续弱势，关注糖会指引】

昨日低开走弱，9 月、1 月双双失守 60 日线，交投平稳，主力多空新增仓位对弈均衡，资金移

仓加速，1月合约跌幅达 9月合约 3倍以上；USDA 及糖业权威分析机构 Kingsman 对巴西新榨季产

量预增热度不减，美糖破位跌势启动；据统计局最新数据，3 月我国食糖进口环比再增 3 倍，进

口压力倍增，当前郑糖将继续惯性延续弱势，主力合约第一支撑位 6550 已面临严峻考验，轻仓持

有空单，今日将召开云南糖会，关注会议信息对盘面的指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空单谨慎持有】

据市场传言，目前 2010 年生成的仓单仅剩类似西农 979 这样的质量相对较差的品种，导致

现货月合约 WS1205 大幅下跌 2.18%。主力合约 WS1209 也延续跌势，全天报收小阴线，5日均线向

下运行，技术面偏弱。昨日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 3 月份中国小麦进口量为 536,262

吨，同比增加 612.17%；1-3 月共计进口 1,121,115 吨，同比增加 347.59%。国内优麦市场受进口

小麦打压，购销清淡，价格保持低迷。近期强麦仍将维持弱势，操作上空单谨慎持有。（新纪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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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研究所 张伟伟）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沪铜：缺口压力仍存 空单谨慎持有】

欧洲服务业活动意外下降，打压铜价，LME 铜周一放量下跌，吞噬上周五全部涨幅。沪铜周

一高开低走，58000 点得而复失，三连阳后大阴线，重重挫伤多头信心，指标上看，中长期均线

仍保持下行态势，五日均线拐头向上，MACD指标绿柱继续缩短，KDJ金叉后上行，技术弱势有所

改善，但行业基本面依然偏弱，预计铜后市将延续空势，建议空单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区间震荡 暂时观望】

欧元区再现利空数据打压期价，LME 锌周一大幅下跌，完全吞噬上周五的涨幅，多空双方在

2000 点一线反复争夺，短期看区间震荡将延续。沪锌周一高开低走，但全天依然在 15400-15600

之内区间震荡，建议暂时观望等待下一个交易时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螺纹钢：期价放量跌破 4300 一线，或将震荡偏弱】

受股市走弱影响，周一螺纹主力 1210 合约震荡下挫，跌破 4300 一线和均线系统，仓量明显

放大，均线系统压制期价，收于小阴线；4 月份是传统的建材需求旺季，但中央政府及高层一再

表态，2012 年中国楼市调控不放松，目前已至 4 月底，需求迟迟未见明显放量；在需求平淡的背

景下，商家出货压力倍增，价格也在久盘之后出现松动迹象；且与往年相比，库存下降幅度较为

缓慢，经过连续九周下降之后，总库存仍然高达 1700 万吨，预计短期内沪钢或震荡偏弱，建议短

线偏空思路操作，中长线多单离场观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上攻动能减弱 偏空操作】

周一欧洲和中国制造业数据疲软，法国和荷兰面临的政治局面引发了市场对欧元区或出现更多

混乱的担忧，避险情绪再度主导市场。技术上看，昨日期价承接了前两个交易日的调整走势，但

在调整过程中上攻动能逐步减弱。此外，近期 5日线表现出较强支撑，而 20 日线则表现出较强压

力，期价夹行于两线之间，形成上下两难的格局。今日期价或形成向下突破，建议投资者偏空思

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偏空操作】

周一欧洲和中国数据疲软，加之欧洲政局混乱，市场避险情绪快速升温，但加拿大 2 月批发

销售好于预期给予市场一定支撑，美元指数冲高回落，原油指数则探底回升。行业方面， 2011 年

度(2011 年 4 月~2012 年 3 月)日本乙烯产量为 647.53 万吨，较上一年度下降 7.5%，为 17 年以来

最低值。综合以上，在市场整体维持弱势背景下，建议投资者偏空思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回调整固】

周一股指出现回调整固，但前期强势权重股回调不够，期指短期面临继续回调整固，政策将

继续影响方向和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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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0 压力： 4700

中长建议： 震荡整理，中期观望

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3300 压力： 3430

中长建议： 3400上方压力凸显，季节性压力凸显

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9900 压力 10000

中长建议： 高位震荡反复，中期观望

白糖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6540 压力： 6682

中长建议： 谨防下破整理区间风险，多单止盈，近期试探性空单轻仓持有。

玉米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2400 压力： 2440

中长建议： 日线回撤有向中线跌势转化嫌疑，多单止盈，试探性空单建仓。

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2500 压力： 2564

中长建议： 近期强麦弱势不改，空单谨慎持有。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高位震荡 支撑： 2658 压力： 2700

中长建议： 短期高位震荡概率大，等待抛空机会。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56490 压力： 58000

中长建议： 空单谨慎持有

锌 日内预测： 延续区间震荡 支撑： 15220 压力： 15800

中长建议： 空单止盈离场

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4250 压力： 43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离场观望，。

甲醇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3050 压力： 3000

中长建议： 期价技术面转好，但前高压力依然存在，中长线以观望为主。

橡胶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26900 压力： 27100

中长建议： 中线尝试性建立空单

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10500 压力： 10600

中长建议： 中线尝试性建立空单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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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回调整固 支撑：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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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