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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周二下调了对欧元区经济增速的预期。OECD警告称，若不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债务危机可能使欧元区陷

入恶性螺旋式下滑。此外，OECD还首次对有关欧元区国家发行共同债券的提议表示赞同。

2、希腊前总理帕帕季莫斯5月22日警告称，希腊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实施债权人要求的紧缩计划，否则将不得不退出欧元区；而

一旦退出欧元区，希腊经济将崩溃、通货膨胀率将飙升，社会将陷入新的动荡。

3、OECD最新半年度经济展望报告肯定英国央行宽松与政府紧缩政策，但IMF则认为英国政府及英国央行必须采取行动，以避免经

济遭受持久性伤害。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CPI年率上升3.0%，不及预期，并创15个月以来最低，增加了英国央行

进一步QE的可能性。

4、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周二发布报告称，该国4月份NAR成屋销售实现扩张，为3个月来的首次增长，且增长幅度超出预期。数据

显示，美国4月NAR季调后成屋销售年化月率上升3.4%，预期为上升3.1%，3月份数据为月率下降2.6%。

5、美国里奇蒙德联储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该行辖区内5月份制造业扩张势头显著不及上月，显示出对美国经济复苏形势充满信

心为时尚早。数据显示，美国5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为4，远低于3月份水平的14，尽管该数据依然处于扩张区域。

6、周二公布的美联储会议记录显示，波士顿联储在4月希望下调贴现率，而堪萨斯城联储则希望上调贴现率，但其他10家联储银

行都支持维持贴现率在目前的0.75%不变。今日重点关注：日本央行利率决议、日本4月商品贸易帐，欧盟峰会、欧元区3月经常

帐、英国央行会议记录，纽约时段关注美国4月新屋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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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市：无量反弹，或将再续跌势】

希腊退欧疑云未散，特别是其前总理的表述，严重削弱市场信心，美元指数飙升至近 20 个月

的高位，谷物价格遭遇重创。CBOT 大豆跌幅超过 2%，技术指标再度恶化，寻底仍未终结；美粕放

量下跌幅度超过 2.5%，跌落 40 日均线，空头市场有进一步深化的要求；美豆油跌幅虽不到 1%，

亦逼近年内新低，失守短期均线，低位震荡反复；此前，美豆基金净多持仓已然持续两周递减，

宏观环境不佳基金结清头寸施压期价走空。连盘市场昨日缩量整理窄幅交投，今日受外盘影响或

将续跌，其中，粕市 3150 上方承压领跌豆市，空头目标指向 3000 至 3050 区域，连豆维持 4300

附近震荡交投，而油脂反弹无量，年内低位存在反复。（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白糖：进口施压，郑糖弱势震荡迎接收储】

国际食糖供应短期充裕，进口需求不见起色，隔夜美糖大跌 2.6%刷新低点，终结反弹重回弱

势，KDJ 等指标走坏，下跌空间打开；据海关最新数据，我国 4月份进口食糖 31 万余吨，同比骤

增 98%，1-4 月累计进口 81 万余吨，达去年同期 3.4 倍，庞大的进口量施压国内糖价，郑糖窄幅

震荡于 5 日线牵制范围内，多头参与反弹的热情严重受限；周四将进行第八次收储，挂牌 12.11

万吨，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料今日郑糖将低开走弱，6000 关口将再次面临考验，短多第一时间离

场，中等仓位持有空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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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铜：空单谨慎持有】

欧债危机依然笼罩整个金融市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加重了投资者的担忧，受此利空影响

伦铜周二高开低走收中阴线，这将打压沪铜今日低开在55500一线。沪铜周二小幅高开后全天震荡

下行，吞噬部分昨日涨幅，技术上弱势继续改善，期价连续两日保持在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之间运

行，上行和下跌动能均不充足，预计沪铜短期或将窄幅震荡，但中长线弱势不改，建议中长线盈

利空单继续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轻仓空单持有】

宏观经济继续拖累基本金属，伦锌沪锌陷入低位震荡，沪锌周二在 5日均线和 10 日均线之间

窄幅波动，技术上看弱势继续改善，预计短期或将延续震荡，建议轻仓空单持有。（新纪元期货研

究所 程艳荣）

【螺纹钢：期价 10 日均线承压回落，低位震荡可能性大】

周二螺纹主力 1210 合约小幅高开后，10 日均线承压回落，收于小阴线，排名前 20 名的多空

双方增仓力度相当，成交量大幅增加；隔夜希腊前总理的讲话再次引发市场对希腊可能退出欧元

区的忧虑，系统性风险引领商品市场下挫；钢市基本面而言，据国际钢铁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2012 年 4 月，统计范围内的全球 62 个国家的粗钢总产量为 1.28 亿吨，同比增长 1.2%；国内而

言，5 月上旬粗钢日产再创新高，国内主要建筑钢材市场价格加速下跌，钢厂不断下调出厂价，

盈利大幅缩水，预计短期内沪钢低位震荡的可能性大，建议短线多单逢高离场，暂以观望为宜，

中长线依然维持偏空思路。（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白银：希腊担忧再燃，短多止盈离场】

周二沪银回吐部分涨幅，期价上行乏力。主力多空持仓小幅变化，市场观望情绪较浓。隔夜

希腊前总理帕帕季莫斯的讲话令市场对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忧虑与日俱增，欧盟领袖今日的非

正式会议成为关注焦点，以法国总统为代表的官员将再度提出欧元区共同债券的提议，但德国反

对态度依旧，增加了投资者的质疑。与此同时，惠誉下调日本债信评级，英国弱于预期的通胀数

据重燃该国央行将推出更多宽松政策以支持经济的前景。诸多因素提振美元大幅反弹。隔夜伦敦

现货白银遇阻 10 日均线，震荡下挫，短期盘面弱势或将延续，操作上沪银短多止盈离场，日内偏

空思路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张伟伟）

【橡胶：欧盟峰会召开在即 短多谨慎持有】

周二经合组织下调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加之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阴影难去，市场情绪难言

乐观。与此同时，市场对今日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仍寄予厚望，在此之前，市场情绪整体依然显

得较为谨慎。行业方面，2012 年 1-4 月，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总计为 646,824 吨，较去年同期增

长 0.6%，中国合成橡胶产量累计达到 121.48 万吨，累计同比增长 5.95%，较上年同期增幅收窄

12.28 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国内天然橡胶进口和合成橡胶生产的疲软间接反映出国内市场需

求的不足。综合分析，建议投资者短线多单谨慎持有，中线仍可维持空头思路操作。

【塑料：美元指数强势不减 短多择机离场】

因欧债问题再度反复，风险偏好再遭重创，美元指数强势不减，5 月 22 日美元指数大幅走

高，盘中触及 81.77 水平。此外，因经合组织下调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和伊核问题谈判料缓解供

应担忧，周二美国原油期货收盘下跌近 1%。综合分析，建议投资者短线多单择机离场，中线仍可

维持空头思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http://www.custeel.com/caijing/news-jj.shtml
http://www.custeel.com/caijing/news-jj.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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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震荡反弹】

压制已久的反弹往往不会一次结束，反弹或将延续。外围局势和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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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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4330 压力： 4400

中长建议： 外盘空头局面深化，连盘低位反复，暂观望

豆粕 日内预测： 延续跌势 支撑： 3000 压力： 3100

中长建议： 反弹无量再度寻底，空头趋势延续

豆油 日内预测： 延续跌势 支撑 9170 压力 9250

中长建议： 反弹无量低位反复，空头市场逢高抛空

白糖 日内预测： 低开走弱 支撑： 5956 压力： 6145

中长建议： 中线跌势未及目标位，6150之下以中等仓位持有空单。

玉米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2376 压力： 2417

中长建议： 反弹未破下跌通道，空单持有，新建空单首选1月合约。

强麦 日内预测： 底部震荡 支撑： 2350 压力： 2455

中长建议： 短期弱势不减，中长线观望为宜。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2600 压力： 2650

中长建议： 宏观环境不明朗，期价难以企稳，中长线观望为宜。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54390 压力： 56200

中长建议： 空单持有

锌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14775 压力： 15550

中长建议： 空单持有

白银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5800 压力： 6000

中长建议： 短多止盈离场，中长线观望为宜。

螺纹钢 日内预测： 低位震荡 支撑： 4050 压力： 4100

中长建议： 弱势格局未改，中线空单继续持有。

甲醇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2870 压力： 2933

中长建议： 季节性消费淡季行情尚未结束，中长线空单继续持有。

橡胶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24300 压力： 247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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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9700 压力： 984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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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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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