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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或将在重选并建立联合政府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希腊左翼民主党党魁Fotis Kouvelis周一表示，是否支持希腊最大的反

救助党派，取决于是否能保证希腊留在欧元区内。

2、意大利统计局5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5月季调后商业信心指数降至86.2，为2009年8月以来最低，因订单大幅减少。

3、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荷兰央行行长诺特5月28日表示，巴塞尔III监管标准提出的更高资本金要求和流动性缓冲，应该能

够解决欧洲银行体系偿付水平不足的问题，从而令银行体系更具可持续性。诺特还称，整体而言欧元区形势好转。

4、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布罗德班特周一表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缓和欧元区解体的影响，目前央行的政策立场是合适

的。

5、今日重点关注：英国5月房价指数、日本4月失业率和4月零售，欧市关注德国5月CPI和HICP，纽约时段关注美国5月谘商会消费

者信心指数、美国5月达拉斯联储制造业产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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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市：关注反弹持续性】

希腊免于退出欧元区的希望重燃，而西班牙银行系统健康状况却再添忧虑，欧元寻底势态仍

存在恶化风险，则风险资产价格反弹持续性将受到严重考验。隔夜 CBOT 市场休市，连盘大豆油脂

系列，昨日反弹皆突破 10 日均线压制，在宏观忧虑扰动之下，我们对反弹持谨慎态度，短期展开

10 日线守卫战，连豆 3100、连粕 3120；连豆油 9280 是关键支撑，震荡市低位存在反复，多单宜

轻仓位或短线参与。（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中线仍不乐观 短线交易】

郑棉主力 1209 合约延续低位震荡的走势，周一平开低走报收阴线。量能萎缩，持仓微减。技

术指标仍显示空头信号。逐渐靠近的 5 日和 10 日均线，似乎又渐行渐远。郑棉将在 18000-19000

元/吨之间波动，美棉 70 美分/磅是下一阶段目标位。中线仍不乐观，短线交易。（新纪元期货研

究所 石磊）

【白糖：主力重回净空持仓，行情偏弱】

郑糖在美糖休市的这一个交易日增仓走弱，最近四个交易日收盘价三度失守 6000 关口，反趋势

指标上行修正过程一波三折，多个技术指标低位钝化，行情终难摆脱阴跌；昨日空头主力竞相增

仓，上周末多头主力的短暂逆袭已遭挫败，1 月合约重回主力净空持仓格局；当前糖市陷入消息

真空期，市场对第二批国储糖收储的期待加重了观望情绪，电子批发市场及传统现货价跌难换销

量；预期郑糖短线将延续弱势震荡，有续创新低嫌疑，建议中短线操作坚持偏空思路。（新纪元期

货研究所 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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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锌：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国内六部委密集出台文件，点燃了经济刺激带动下金属的乐观预期，铜锌周一均延续上周反

弹势头继续收高，但预计此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铜锌的行业基本面，加上6、7月份将现季节性低

点，铜锌中线依然偏空，建议中长线盈利空单继续谨慎持有，但此次反弹势头强劲，短线空单逢

低止盈，等待下一个抛空时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螺纹钢：10 日均线支撑明显，短线维持偏多思路】

周一螺纹主力 1210 合约震荡上扬，10 日线支撑明显，收于中阳线，排名前 20 名的空头总持

仓大幅增加，成交量大幅增加；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5 月中旬全国重点大中型钢

铁企业粗钢日均产量为 169.2 万吨，环比下降 0.4%，但总体上依然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螺纹期

价在经历了 1 个多月的下跌之后，目前的价格已经对利空因素有了充分反应，技术上亦存在超跌

反弹的可能性，预计短期内沪钢震荡偏多的可能性大，建议短线维持偏多思路，后市随着铁路基

建有所好转，地方局部微调现效果，亦将对钢市有一定的提振。（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白银：短多谨慎持有】

周一国内商品市场低位反弹，沪银报收三连阳。中国有色金属协会副会长王琴华表示，2012

年白银市场将维持总体供应过剩的状态。外媒公布的最新的民调显示，希腊保守党派再度领先，

使得希腊有望组建一个支持援助计划的政府，让该国继续保留在欧元区内。但西班牙债务问题又

起，将本已一片狼藉的欧元区局势搅得更为混乱。周一伦敦现货白银承压 20 日线，震荡收阴。整

体宏观环境明朗之前，银价难以大幅反弹。今日关注沪银是否能维稳于 6000 整数关口上方，短多

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张伟伟）

【橡胶：市场情绪稍作缓解 短线观望为主】

因希腊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紧缩的希腊新民主党在民意测验中取得领先，从而暂时缓解了市

场对该国可能退出欧元区的担忧。但西班牙和德国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差创欧元创立以来的最

大，欧元区增长前景依然疲软。行业消息面偏空为主，马来西亚砂捞越州将拓展 25 万公顷橡胶种

植土地、南通投产 3万吨丁腈橡胶厂和市场预计今年西欧新车销量或降至 1200 万等消息都在某种

程度上利空橡胶期价。技术方面，昨日期价延续上周最后三个交易日超跌反弹走势，期价重心继

续攀升。综合分析，短期来看市场情绪稍作缓解，期价或延续技术反弹走势，建议投资者短线观

望为主，等待抛空机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期价或延续超跌反弹 短线观望为主】

周一希腊民调显示挺欧政党支持率上升，加之希腊银行救助基金出手援助，希腊局势有所企

稳。之前有关伊朗核计划的磋商进展甚微，中东石油供应的忧虑再度浮现，NYMEX7 月原油期货小

幅收涨。技术上，昨日期价延续上周最后三个交易日超跌反弹走势，期价重心大幅攀升。综合分

析，短期来看市场情绪稍作缓解，期价或延续技术反弹走势，建议投资者短线观望为主，等待抛

空机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PTA：中线空势不改 日内短空】

PTA 主力 1209 合约维持低位震荡，周一报收小阴线创阶段新低 7908 元/吨。量能剧增 29.7

万手，主力空头增持过万手而多头减持，技术指标 MACD 和 KDJ 均显示空头信号。美原油指数周一

冲高回落，承压于 10 日均线，于 5 日均线附近窄幅波动，美原油的反弹或高度有限。预计 TA 周

二将震荡偏空，中线空单谨慎持有，短线偏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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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震荡反弹】

反弹出现，但涨幅还没有达到要求， A 股市场利多预期较多，管理层多次力挺市场，期指空

单总体也在减持，反弹仍将延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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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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 日内预测： 反弹偏多 支撑： 4300 压力： 4360

中长建议： 4250至4300区域获得支撑，站稳5日线则多单尝试入场

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3030 压力： 3160

中长建议： 3050获支撑，空单减持，可尝试做多

豆油 日内预测： 反弹偏多 支撑 9280 压力 9370

中长建议： 主力合约完成移仓1301，逢低尝试多单参与

棉花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18000 压力： 19000

中长建议： 空势不改

白糖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5870 压力： 6048

中长建议： 中线跌势未及目标位，6070之下以中等仓位持有空单。

玉米 日内预测： 震荡整固 支撑： 2332 压力： 2388

中长建议： 日线下行通道继续发挥压制作用，空单持有，关注巨量增仓资金动向。

强麦 日内预测： 底部震荡 支撑： 2340 压力： 2425

中长建议： 短期低位震荡，中长线观望为宜。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企稳 支撑： 2580 压力： 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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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续反弹 支撑： 54390 压力： 56500

中长建议： 空单持有

锌 日内预测： 延续反弹 支撑： 14650 压力： 15200

中长建议： 空单持有

白银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5870 压力： 6100

中长建议： 中长线观望为宜，短多谨慎持有。

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偏多 支撑：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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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偏多 支撑： 2876 压力：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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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震荡 支撑： 24400 压力： 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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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塑料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9800 压力： 99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谨慎持有

PTA 日内预测： 平开低走 支撑： 7900 压力： 8000

中长建议： 中线偏空思路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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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