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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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市：【豆市：【豆市：冲高回落，豆市调整冲高回落，豆市调整冲高回落，豆市调整冲高回落，豆市调整】】】】

美元走强，隔夜商品普遍收跌，其中，cbot 大豆录得六周以来最大跌幅，油粕价格追随调整。

国内方面，连豆严重滞涨，收出七连阴，仍处在四月中旬以来的季节性调整过程之中，连粕 3400

上方冲高动能不足，连豆油受阻 9950，压迫在下降趋势线之下；豆市油脂，季节性调整思路对

待，短线交投为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时机未到：时机未到：时机未到：时机未到 短线参与短线参与短线参与短线参与】】】】

郑棉上周自震荡区间上沿迅速跌回区间下沿，周三大幅探低开盘，日线报收长下影阳线十字

星，短暂跌破 21000 大关。形态上看期棉存在反弹的机会，但目前印度恢复出口，滑准税配额增

发的传闻令期棉承压。郑棉将在 21000 附近盘旋，空头下方空间有限，多头进场时机未到，建议

中线维持观望态度，短线参与。（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反抽乏力，将回归下跌节奏】【白糖：反抽乏力，将回归下跌节奏】【白糖：反抽乏力，将回归下跌节奏】【白糖：反抽乏力，将回归下跌节奏】

郑糖低开下探回升，9 月及 1 月合约小阴小阳作下跌抵抗，1 月合约未能触及上周五下跌缺口压

力位，反抽显乏力，前 20 净空持仓扩大至近 9000 手，华泰、万达一改在 9 月合约上的偏多倾

向，占据空头榜前茅，号召力十足；巴西开榨提速，即将有新糖上市，美糖显积弱难返之势，昨

日再以近 2%跌幅下探新低，20 美分大关已受到严峻考验；预计郑糖将结束反抽回归下跌节奏，

建议于上周五缺口之下轻仓持有空单，昨日短多及时离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沪铜【沪铜【沪铜【沪铜：外强内弱格局持续：外强内弱格局持续：外强内弱格局持续：外强内弱格局持续 沪铜拖累伦铜走弱沪铜拖累伦铜走弱沪铜拖累伦铜走弱沪铜拖累伦铜走弱】】】】

欧盟和中国制造业活动萎缩且美国民间部门就业数据较差致使人们担心全球经济放缓，受此

多重利空打压，伦铜周三大幅下跌，一举下坡 5 日均线和 60 日均线的支撑，暂收 10 日均线之

上，这将打压沪铜今日大幅低开。沪铜周三在伦铜的引领下高开震荡，但 59200 一线缺口压力仍

在，而且近期外强内弱格局越发明显，沪伦比价已下降至 7.01，沪铜弱势依旧，建议轻仓空单谨

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沪锌：【沪锌：【沪锌：主力移仓在即主力移仓在即主力移仓在即主力移仓在即 观望等待时机观望等待时机观望等待时机观望等待时机】】】】

宏观经济利空不断拖累锌价走低，伦锌周三夜晚大幅下跌，盘中一度下破5 日均线、10 日均

线和 60 日均线的支撑，尾盘稍有反弹暂收 10 日均线之上。沪锌周三在五一期间伦锌走高的提振

下大幅高开，彻底脱离前几日震荡区间，今日或将在伦锌周三夜晚走低的打压下低开，建议继续

观望等待下一个交易时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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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螺【螺【螺纹钢：期价放量下挫，或将震荡偏弱】纹钢：期价放量下挫，或将震荡偏弱】纹钢：期价放量下挫，或将震荡偏弱】纹钢：期价放量下挫，或将震荡偏弱】

周三螺纹主力 1210 合约早盘窄幅震荡，午盘快速跳水，跌破 4250 一线支撑线，收盘于日内

最低点 4245 点，形态上收于光脚小阴线；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最

新指数报告，4 月份国内钢铁业 PMI 指数环比回升，达到 55.7%，重回扩张区间，持续低迷的钢

市有回暖迹象，但产量回升快于需求释放，供应压力依然较大；同时，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

显示，4 月百城住宅均价首次出现同比下滑，钢市基本面不容乐观，预计短期内沪钢或将震荡偏

弱，建议短线维持偏空思路。（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反弹面临考验【橡胶：反弹面临考验【橡胶：反弹面临考验【橡胶：反弹面临考验 观望为主】观望为主】观望为主】观望为主】

周三美国 ADP 就业、工业订单、欧元区 PMI、失业率全体表现不济，市场利空氛围较浓，打

压大宗商品，与此同时，美股收盘则涨跌不一，反应不甚突出。行业方面，越南橡胶 4 月份出口

4.5 万吨，前 4 个月累计出口 25.8 万吨，数量同比增加了 30.4%；日本横滨橡胶公司日前宣布，它

将投资大约 5300 万美元，在印度哈里亚纳邦兴建一座轿车轮胎工厂。该工厂初始产能为 70 万套

轮胎/年。综合以上，短期来看，市场情绪急转，沪胶反弹面临考验，本周五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公

布前，建议观望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市场情绪波动较大【塑料：市场情绪波动较大【塑料：市场情绪波动较大【塑料：市场情绪波动较大 观望为主】观望为主】观望为主】观望为主】

周三欧洲制造业疲弱及美国民间就业增长放缓令人预期全球经济放缓，市场情绪悲观。美国4

月 28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增加 284 万桶，汽油和精炼油库存则分别减少 201 万桶和 190.3 万桶，

但 EIA 精炼厂设备利用率保持上升态势至 86.0%。综合以上，近期市场情绪波动较大，EIA 原油

库存虽继续承压，但精炼厂设备利用率持续上升，建议投资者暂以观望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PTAPTAPTAPTA：窄幅震荡：窄幅震荡：窄幅震荡：窄幅震荡 短线交易短线交易短线交易短线交易】】】】

PTA 主力 1209 合约，受中国 PMI 与美国 ISM 制作业 PMI 数据的提振，周三高开收阳，日内

最高上冲至 8630 元/吨，尾盘承压于 10 日和 20 日均线小幅回落。KDJ 三线自低位向上拐头，成

交量能小幅放大。据美国能源资料协会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原油库存增幅稍高于市场

预期，增加 284 万桶至 3.76 亿桶，预估为增加 250 万桶。隔夜美原油指数平开低走收阴，重回 60

日线附近。预计周四 TA 将小幅低开，日内窄幅震荡。操作上建议以短线交易为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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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走高】【股指期货：震荡走高】【股指期货：震荡走高】【股指期货：震荡走高】

多重利好促使节后走高，鉴于市场情绪高涨，政策利多预期仍存，期指将继续震荡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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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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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 日星期四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调整 支撑： 4650 压力： 4700

中长建议： 4700上方压力凸显，季节性调整思路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调整 支撑： 3350 压力： 3430

中长建议： 3330至3430区间震荡交投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调整 支撑 9800 压力 9950

中长建议： 万点附近震荡交投，多单择机吸筹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日内预测： 低位震荡 支撑： 21000 压力： 21450

中长建议： 中线暂宜观望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6230 压力： 6400

中长建议： 酝酿开启中线跌势，多单平仓，试探性空单轻仓持有。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弱势反弹 支撑： 2403 压力： 2448

中长建议： 反抽下行通道线，多单逢高止盈，空单轻仓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58000 压力： 59200

中长建议： 空单轻仓持有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15500 压力： 15800

中长建议： 观望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4200 压力： 427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离场观望。

甲醇甲醇甲醇甲醇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3100 压力： 3200

中长建议：
期价突破前高压力，再创新高，但基本面并无明显改善，中长线仍以观望为

主。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27000 压力： 274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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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塑料塑料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10350 压力： 1045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PTAPTAPTAPTA 日内预测： 平开偏多 支撑： 8500 压力： 8630

中长建议： 中线观望，短线偏多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股指期货股指期货股指期货 日内预测： 震荡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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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