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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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对经济前景的展望改善，以及美联储在为期两日的会议后发布的政策声明一度带动美元上涨，因市场预期利率可能会比

预期更早上调，但随后伯南克在记者会上称，如果需要，美联储仍准备采取更多举措以确保复苏继续，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依然

在议事日程上。此言论令市场人气扭转，导致美元兑欧元和日元下滑。

2、英国首相卡梅伦周三对议会表示，GDP数据显示一季度英国经济重回衰退，这“非常非常令人失望”；将坚持现行经济紧缩计

划以及低利率政策。

3、欧洲央行副行长康斯坦西奥4月25日表示，如果欧元区经济面临的风险开始具体化，那么欧洲央行将采取降息举措。

4、德国政府4月25日表示，维持本国经济2012和2013年增长率分别为0.7%和1.6%的观点不变，并称支持欧洲央行(ECB)回归货币政

策“常态”。

5、美国商务部周三发布报告称，该国3月份营建许可总数修正值较初值小幅走高。数据显示，美国3月营建许可总数修正值为76.4

万户，初值为74.7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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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盘背离，假日前豆市警惕多头风险】

Cbot 大豆价格，隔夜波幅巨大，盘中涨幅最高曾超过 2%，但盘尾跳水，涨幅收窄至 0.46%。

阿根廷等南美大豆减产仍是主要驱动因子，但冷饭热炒，美豆逼近 1500 美分/蒲式耳，期价录得

08 年 7 月以来最高水平，急促上涨所累积的多头风险加深。连盘市场与美盘形成严重背离，周内

三日收阴，前期领涨的龙头粕市，持仓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中粮系持续大量了结多头持

仓，而后浙系资金做出同样的动作，这样，主力持仓净空规模加大，目前已完成移仓 1301，主力

与次主力合约规模均超百万，季节性抛压恐将占据上风；假日迫近，豆类油脂宜维持短线，下破

20 日均线则季节性调整深度存在加大的可能，尽管宏观环境偏暖，但豆市中短期多单需注意规避

季节性下跌风险。（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短线操作 中线宜观望】

棉花市场目前外盘略强于内盘，郑棉主力 1209 合约近期三次上攻 21450 一线，均未能有效

突破，本周前两个交易日放量下跌，跌破 21200 震荡区间下沿，周三平开震荡，地量报收小阳

线。技术指标仍显示空头信号。新棉种植初期，全国种植意向如预期较去年小幅下降，新疆地区

遭遇大风天气，部分棉田受灾，以及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有止跌迹象等都是对棉市的提振因素。印

度政府将仿效中国进行类似收储行为以调节棉花市场，也对国际棉价形成利好。对棉价形成打压

的主要是期市上的大量仓单以及下游消费不旺。操作上建议以短线操作为主，中线宜观望。（新纪

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阶段支撑有效，酝酿反抽】

云南糖会昨日闭幕，中糖协理事长总结发言对全国产销数据的预估与预期高度吻合，对盘面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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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不大，强调美糖下跌不会对国内糖价产生直接影响的言论对短期走势有所提振，1 月合约减仓

反弹，短线空单止盈集中，9 月合约 6570 阶段支撑发挥效用，迎来反抽行情；当前 KDJ 指标已处

于严重超跌低位，RSI 等指标同步发出反弹修正要求；今日进行第六次收储交易，成交持续低迷

将使销售压力延后，配合美糖跌势放缓走势，郑糖在节前最后两个交易日将迎来反抽行情，短空

注意保护盈利。（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若期价 2500 一线支撑有效，空单可适当减持】

周三强麦低位震荡，主力合约 WS1209 期价在短期均线系统压制下窄幅震荡，盘终报收小阴

线。24 日 5 时至 25 天 5 时，华北、黄淮、江汉东部、江淮西部等地出现 15 毫米以上降雨，部分

地区达到 30-60 毫米。目前冬小麦正处于需水关键期，耗水量占整个生育阶段的 30.5%至 33.8%，

近期的春雨对冬小麦的生长十分有利。丰收预期继续增强，宽松的供需格局将极大限制期价上

行。昨日盘中交投清淡，主力持仓小幅减持。近期强麦或将窄幅震荡为主，若期价在 2500 一线支

撑有效，空单可适当减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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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压力仍存 轻仓空单谨慎持有】

美联储对经济前景的展望改善,表示美国经济活动在未来几季会温和成长,之后将加速，受此

提振伦铜周三再次收涨并站上 8200 点，这将提振沪铜今日再次向重要压力位 58000 点发动攻击。

沪铜周二再次落入前几日的震荡区间内，库存大幅减少，行业基本面和技术面都有改善，但

58000点压力仍存，建议重仓多单逢低止盈，轻仓空单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区间震荡 暂时观望】

受美联储声明提振伦锌周三震荡走高，技术弱势略有改善，但仍未脱离前期震荡区间。沪锌

周三延续区间震荡，今日或将在伦锌周三尾盘走高的提振下高开，但走出震荡区间的可能性较

小，依然维持区间震荡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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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0 一线支撑明显，短线维持偏多思路】

周三螺纹主力 1210 合约午盘在外围商品走强的影响下，震荡上行，仓量小幅增加，收于十字

星线；2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正在研究加强预

调、微调的一系列相关措施，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扩大内需方面，一定程度上提振市场信心；但

据中钢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 月上旬重点企业粗钢日均产量 165.93 万吨，旬环比增长 5.04%，

全国预估粗钢日产量 203.08 万吨，旬环比增长 7.45%，超过去年 6 月下旬的 201.80 万吨，创下

历史新高，供给压力加大，预计短期内沪钢仍将震荡，技术面上 4250 一线支撑明显，建议短线维

持偏多思路操作，中长线依然以观望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多空胶着 空单谨慎持有】

周三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对市场的影响有限。3 月美国耐久财(耐用

品)需求创三年半最大降幅，且衡量企业支出计划的一项指标也下滑，显示美国制造业正遭遇下

滑。据路透社消息，通用中国总裁甘文维(Kevin Wale)24 日在北京车展上表示，2012 年中国汽车

销量将在 1,950 万辆到 2,000 万辆之间。这意味着同比增幅在 5.4%到 8.1%左右。综合以上，长期

来看汽车销售的回暖将有助于橡胶下游需求的增加，进而对期价形成较好的支撑，但是短期整体

市场氛围仍处于多空胶着偏弱状态，建议投资者空单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原油库存承压 空单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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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苹果的财报给投资者带来惊喜，美股收高，短期或将提升市场多头热情，但美国 4月 21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增加 398 万桶，实现连续第五周增加，短期库存压力不容小觑。此外，3 月

美国耐久财(耐用品)需求创三年半最大降幅或将引发市场对美国制造业担忧。综合以上，建议投

资者空单谨慎持有，无单者观望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PTA：短线偏空 目标 8430】

PTA 主力 1209 合约自周一放量跌穿短周期均线之后，周二周三均低位窄幅震荡，量能逐步萎

缩，多空主力齐齐加仓，形成博弈局面。美国能源资料协会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

库存增幅大于预期，同时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表示，伊朗将考虑俄罗斯提出的提议，即暂停扩大核

计划规模，以免遭到新的制裁。美原油指数周三承压于 60 日线窄幅波动，预计仍将区间震荡。

PTA 价格弱于原油走势，目标位暂看 8430。操作上短线偏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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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上扬】

经过几天震荡整固后，多方明显占优，空方开始减仓，政策利多预期仍存，后期应继续上

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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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0 压力： 4700

中长建议： 4700上风压力凸显，季节性调整思路

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整弱 支撑： 3300 压力： 3350

中长建议： 主力迁仓1301，3350遇阻季节性下跌风险加大

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9850 压力 10000

中长建议： 万点上方中短期承压，季节性调整思路

棉花 日内预测： 低位震荡 支撑： 21000 压力： 21450

中长建议： 中线暂宜观望

白糖 日内预测： 酝酿反抽 支撑： 6545 压力： 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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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整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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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整理 支撑： 2500 压力： 2550

中长建议： 若期价2500一线支撑有效，空单适当减持。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2660 压力： 2700

中长建议： 若期价有效下破60日线支撑，则偏空操作。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56490 压力： 59270

中长建议： 轻仓空单谨慎持有

锌 日内预测： 延续区间震荡 支撑： 15220 压力： 15800

中长建议： 观望

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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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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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A 日内预测： 平开偏空 支撑： 8430 压力： 8630

中长建议： 中线观望，短空

橡胶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26600 压力：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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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建议： 中线尝试性建立空单

塑料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0300 压力： 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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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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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