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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大利总理蒙蒂表示，为了给下周欧盟峰会取得成功扫清障碍，欧元区四大成员国领导人周五在罗马举行了会晤，他们一致认

为有必要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导人表示，他们已经就引入经济增长促进措施的必要性达成

一致，相关措施的规模在1,300亿欧元，占欧元区本地生产总值(GDP)的1%。

2、美国经济周期研究所(ECRI)周五(6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周衡量美国未来经济增速的一项指标下降，其年增长率则触

及17周低位。数据表明，美国6月15日当周领先指标降至121.3，此前一周修正为121.8，初值为121.9。当周领先指标年增长率跌至

负3.6%，为今年2月中以来最低位，上周为负3.0%。

3、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周五(6月22日)表示，希腊必须完全完成此前为获得救助计划所承诺的财政紧缩目标，即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之比120%，没有回旋的余地。朔伊布勒说，“希腊必须完全达到此前规定的财政目标。”他说，“我们必须联手推进希腊计

划，这样全世界才会相信我们有能力遏制债务危机，而要求希腊债务/GDP之比设定在120%的水平，我们已经使相对慷慨的了，希

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美国里奇蒙德联储(Richmond Fed)主席莱克(Jeffrey Lacker)周五(6月22日)表示，美联储最近的货币刺激措施有可能推高通胀，但

对疲弱美国经济的提振作用不会太大。莱克表示，尽管有迹象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但是美联储新制定的通胀目标是进一步

放宽货币政策障碍。

5、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周五(6月22日)表示，欧元区共同债券对欧洲至关重要，不应该等10年后在发行。

6、在6月25日至6月29日当周，欧盟峰会将对如何解决当前欧债危机给出进一步线索。除此之外，在这一周内，将公布多项重要经

济数据，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第一季度GDP；美国新屋销售、成屋签约销售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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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涨龙头，多单首选】【豆市：领涨龙头，多单首选】【豆市：领涨龙头，多单首选】【豆市：领涨龙头，多单首选】

宏观市况缓和，谷物天气市全面启动，形成协同上涨的局面。因美国旧作大豆供应紧张，中西

部天气干热，威胁新作大豆的前景，CBOT 大豆市场今晨亚洲盘大幅跳升超过 1.5%，突破 1450

美分/ 蒲式耳，新的上升空间被打开；美粕录得 2008 年 7 月份以来的新高水平，为领涨龙头；原

油跌势几近尾声，美豆油底部形态完成并反转翻多。国内市场方面，连豆回踩 5 日均线，4500 支

撑有效，上升通道完好；连粕录得二季度最大单周涨幅，外盘配合得力短期有望上攻至 3500 点；

豆油突破 9400 反转翻多，近期是趋势线多单入场良机。大豆油脂系列，颇具操作价值，多头首

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郑棉：【郑棉：【郑棉：【郑棉：低开后存在短多机会低开后存在短多机会低开后存在短多机会低开后存在短多机会】】】】

适逢端午节，上周仅四个交易日，郑棉指数在前三个交易日呈现小幅攀升的格局，最高探 至

19356 元/吨，5 日均线不断抬升，在周三美棉的大跌拖累之下，郑棉周四大幅低开低走，回踩 10

日和 20 日线的支撑。技术指标 MACD 红柱缩小，KDJ 三线高位死叉。美棉指数于上周大幅冲高

回落，7 月合约结清头寸，12 月合约虽然相对坚挺但业已跌至 70 美分之下。预计下周郑棉将在低

开后震荡重回反弹，操作上宜观望或短多，中线可在 19500 之下布局多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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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美糖大跌，郑糖将再度下测前低支撑】【白糖：美糖大跌，郑糖将再度下测前低支撑】【白糖：美糖大跌，郑糖将再度下测前低支撑】【白糖：美糖大跌，郑糖将再度下测前低支撑】

上周一大阴线框定一周交投重心，周二至周四小阴小阳震荡交投于 5630 至 5780 区域，演绎日

线周期第四阶段平台整理，因节日效应持仓量略有回落，成交持仓比保持在 1.5 之上，短线交投

保持足够的活跃度；端午休市当天美糖指数大跌 4.7%，回吐两周多反弹的半数涨幅，必将拖累郑

糖低开；海关最新公布数据显示 5 月份我国进口食糖 25.4 万吨，同比增长 46.98%，配额外进口增

速不减，将施压糖价反弹，日内按低开震荡思路操作，中短线获利空单持有，平台整理临近方向

选择时间窗口，下破概率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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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短线操作日内短线操作日内短线操作日内短线操作】】】】

上周宏观悲喜交加，周初在希腊大选尘埃落定后西班牙再现风波，之后的各国经济数据也是喜

忧参半，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增长担忧继续拖累市场，铜市在经历了上周的反弹收阳后本周重返下

跌，沪铜四连阴期价再次收在均线族之下，伦铜上周五一度跌至六个月低点，这将影响沪铜今日

再次跳空低开，沪铜有望在多空激烈的争夺中延续区间震荡，建议中线观望等待时机，短线高抛

低吸尽量日内完成交易以规避系统性风险。（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沪锌：【沪锌：【沪锌：谨慎观望谨慎观望谨慎观望谨慎观望】】】】

金融属性继续主导锌价，端午期间宏观利空频传，伦锌跌至 8 个月低位，这将影响沪锌今日大

幅低开，多空双方在前期低点 14520 点必将展开激烈争夺，但成本支撑将限制沪锌下跌空间，建

议中线观望等待时机，短线谨慎偏多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螺【螺【螺【螺纹钢：或将震荡，短线观望】纹钢：或将震荡，短线观望】纹钢：或将震荡，短线观望】纹钢：或将震荡，短线观望】

螺纹期价移仓换月加速，上周四个交易日中螺纹期价维持 4100-4150 区间震荡，仓量继续大幅

萎缩，市场交投清淡，期价上行动能偏弱；风险事件密集，外围商品市场走势谨慎；钢市基本面

而言，6 月汇丰制造业 PMI 预览值创近七个月新低，中国经济放缓令市场担忧；发改委最新数据

显示，前四月钢企利润大幅缩水，普遍下调 7 月出厂价；目前下游需求仍然不足，钢市反弹条件

并不具备，随着梅雨季节、酷暑高温相继到来，将进一步影响下游开工和需求量；中钢协最新数

据显示，6 月上旬粗钢日产再次反弹，预计日内螺纹期价仍将延续弱势震荡，建议短线仍然以观

望为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技术反弹或回归【橡胶：技术反弹或回归【橡胶：技术反弹或回归【橡胶：技术反弹或回归 多单继续持有】多单继续持有】多单继续持有】多单继续持有】

上周沪胶主力向上突破前期整理平台遇挫，转而杀跌重新回到前期整理平台，但从量能和技

术指标配合来看，期价仍存在反攻的可能。量能方面，上周四个交易日持仓量维持高位运行，说

明多空双方仍相持不下，但上周四个交易日成交量较上上周四周五反弹时明显缩减，说明空方继

续看空后市仍存有疑虑。技术指标上看，MACD 指标低位运行，总体上行趋势还未遭破，而 KDJ

指标经过前期大幅上升后也有不小幅度回调，后期也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间。此外，6 月 23 日德

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领导人同意推 1300 亿欧元的经济增长方案，这或预示了全球新一

轮宽松救市政策的开始。综合分析，政策利好或促发期价技术反弹回归，建议投资者沪胶多单继

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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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美原油需求回暖【塑料：美原油需求回暖【塑料：美原油需求回暖【塑料：美原油需求回暖 多单继续持有】多单继续持有】多单继续持有】多单继续持有】

欧洲央行宣布放宽对银行抵押品规定，德法意西四国达成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措施，欧洲形

势有所缓和。据美国石油协会数据显示，美国 5 月石油需求较上年同期增长 0.5%至 1845.7 万桶，

为 14 个月来首度同比增长。综合分析，欧洲形势的缓和有利于抑制市场避险抛盘，而美原油需求

的上升则将支撑多头逢低买入决心，建议投资者连塑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

亮）

【【【【PTAPTAPTAPTA：短线可尝试偏多】：短线可尝试偏多】：短线可尝试偏多】：短线可尝试偏多】

PTA 指数上周四个交易日同棉花类似，周一至周三小幅盘整，周四大幅跳空低开于 10 日均线

之下，走出冲高回落之势。周线受到 5 周均线压制，再度报收中阴线，吞噬阳线涨幅。隔夜美原

油指数上周探底回升，周四中阴跌破 80 美元之后周五便上扬收复 80 美元关口，量能逐步走弱，

KDJ 三线向上拐头。因墨西哥湾可能形成风暴扰乱生产，同时美原油存在技术超跌修正的需求。

预计疲弱的化工品市场将有好转，上周四 TA 主力 1301 合约空头大举建仓，预计周一 PTA 或低

开后震荡偏多，反抽 5 日均线。操作上建议前期空单跳空缺口之下谨慎减仓，短线可尝试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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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下跌】【股指期货：震荡下跌】【股指期货：震荡下跌】【股指期货：震荡下跌】

面对外盘大涨，A 股连续弱势，拒绝跟涨，尽管国内外均已利多为主，期指却执意走弱，说明

做空力量强势，再者今日空头主力也大幅加仓，短线面临进一步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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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偏多 支撑： 4540 压力： 4610

中长建议： 移仓1305合约，4350测得支撑，底部构筑接近尾声，多单积极布局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偏多 支撑： 3410 压力： 3500

中长建议： 刷新年内高位，多单谨慎持有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偏多 支撑 9450 压力 9650

中长建议： 有效突破9300点，底部构筑完成，多单积极介入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日内预测： 低开偏多 支撑： 18900 压力： 19300

CF1301 中长建议： 中线布局多单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5610 压力： 5790

中长建议： 中线加速下跌演进为阶梯式下跌，5840之下以中等仓位持有空单。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高位横盘 支撑： 2416 压力： 2463

中长建议： 反弹站上60日线，次级反弹成规模，中线空单减仓止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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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0 压力： 56000

沪铜1210 中长建议： 观望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14520 压力： 15100

中长建议： 观望

铝铝铝铝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16140 压力： 16230

中长建议： 中线以观望为主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4100 压力： 4150

中长建议： 中长线弱势格局未改，空单继续谨慎持有。

甲醇甲醇甲醇甲醇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2740 压力： 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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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22300 压力： 228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谨慎持有，逢低减持以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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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塑料塑料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9300 压力： 9500

中长建议： 中线空单谨慎持有，逢低减持以降低风险

PTAPTAPTAPTA 日内预测： 低开偏多 支撑： 7000 压力： 7240

中长建议： 空单缺口之下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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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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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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19-88059972 0519-88059978

南京营业部南京营业部南京营业部南京营业部
地址：南京市北门桥路 10 号 04 栋 3 楼

电话：025-84787997 84787998 84787999

杭州营业部杭州营业部杭州营业部杭州营业部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 889 号香榭商务大厦 7-E、F

电话：0571-56282606 0571-56282608

广州营业部广州营业部广州营业部广州营业部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03 号粤剧院文化大楼 11 层

电话：020-87750882 87750827 87750826

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 号 1905 室

电话：021-61017393

苏州营业部苏州营业部苏州营业部苏州营业部
地址：苏州园区苏华路 2 号国际大厦六层

电话：0512-69560998 69560988

重庆营业部重庆营业部重庆营业部重庆营业部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朗晴广场B塔8-2、8-3号

电话：023-67917658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0516-838311050516-838311050516-838311050516-83831105 83831109838311098383110983831109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neweraqh.com.cnhttp://www.neweraqh.com.cnhttp://www.neweraqh.com.cnhttp://www.neweraq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