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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联储(FED)周三(7月18日)表示，多数联储地区6月和7月初美国经济成长降温，招聘增长步伐温和。美联储在最近发布的褐皮

书中称，“12个联储地区中，多数报告6月和7月初经济活动继续以小幅至温和的步伐扩张。”联储在上次褐皮书中对经济的评估为

“温和”。

2、美国商务部周三(7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为76.0万户，预期为74.5万户，前值修正为71.1万户，初值

为70.8万户；新屋开工年化月率上升6.9%，前值下降4.8%。6月份美国新屋开工总数年化创2008年10月以来最高，独栋房屋开工为

2010年4月以来最高。同时，美国6月营建许可总数为75.5万户，低于预期的76.5万户，前值为78.4万户；营建许可月率下降

3.7%，前值上升8.4%。

3、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7月18日公布，美国7月13日当周MBA抵押贷款申请活动指数上升16.9%，至935.4。当周再融资活动指数

大幅攀升21.6%。

4、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6月失业率4.9%，前值4.9%；英国至5月三个月ILO失业率8.1%，创2011年7月以来最低。英国

6月失业金申请人数增加0.61万人。英国6月就业人数为2940万人，为2008年11月以来最高。

5、统计局周三(7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5月建筑业产出月率小幅上升，因土木工程建设取得相对明显的增幅。数据显

示，欧元区5月季调后建筑业产出月率上升0.1%，并未在4月录得2.7%的降幅后出现较大幅度反弹。同时，经工作日调整后，5月建

筑业产出年率下降8.4%，4月为下降5.0%。

6、今日重点：亚市关注日本7月短观指数，欧市关注瑞士6月贸易帐、英国6月零售销售、西班牙、法国发行债券，纽约时段关注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美国6月成屋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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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情持续恶化，美豆历史新高】【豆市：旱情持续恶化，美豆历史新高】【豆市：旱情持续恶化，美豆历史新高】【豆市：旱情持续恶化，美豆历史新高】

美豆关键生长期，美国中西部大豆种植带，却不得不在未来十天，继续忍受着，逾半个世纪

以来最严重的旱情。因旱情的持续扩散，CBOT 谷物价格，历史性多头行情朝向纵身发展。隔夜，

近月美粕大涨超 4%，每短吨历史新高至 514 美元；近月美豆上涨 2.5%刷新历史新高，报收 1681

美分/蒲式耳。昨日连粕领涨商品，资金回流期价表现抗跌，整体来看，大豆油脂系列，期价未跌

落中短期重要趋势参考线，外盘市场配合得力，资金回流或将促成升势重启。（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白糖：减仓弱势震荡，近期将探试前低支撑】【白糖：减仓弱势震荡，近期将探试前低支撑】【白糖：减仓弱势震荡，近期将探试前低支撑】【白糖：减仓弱势震荡，近期将探试前低支撑】

澳大利亚东北海岸连续降雨导致 7 月上旬甘蔗压榨量同比减少 1/3，虽然 QE3 再搁浅搅乱商

品反弹步伐，但 ICE 原糖下探回升以锤形线坚守反弹成果，表现强势；郑糖近日因受新榨季甘蔗

收购价或下调及糖厂有意向集中抛售等传闻影响而一跌再跌，主力合约昨日盘间下探 5665，前低

在望，5 日线在整理区间上边界下穿 20 日线，短期压力位明确；昨日多空主力均减仓抽离资金，

短线交投热情降温，郑糖或惯性延续弱势探试前低支撑，空单可轻仓持有，短线操作逢反弹抛空。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沪铜：主力换月在即【沪铜：主力换月在即【沪铜：主力换月在即【沪铜：主力换月在即 适时移仓】适时移仓】适时移仓】适时移仓】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伦铜周三在全球成长和中国需求忧虑打压下走低，但夜晚受美国公布强劲的房屋开工数据提

振探低回升，最终报收小阴星。沪铜周三延续下跌，60日均线处支撑明显，收盘站在日均线族之

上，主力换月移仓过程继续推进，资金持续从1210合约流向1211合约，今日有望成功换月，建议

投资者适时移仓，投资观点依然是中线多单轻仓持有，短线维持偏多思路。（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无序整理【沪锌：无序整理【沪锌：无序整理【沪锌：无序整理 关注套利机会】关注套利机会】关注套利机会】关注套利机会】

伦锌周三探低回升，沪锌周三平开地走，都没脱离前期震荡密集区，预计前期底部低位难再

现，后市有望在多空激烈的搏杀中选择上行，建议中线继续观望等待操作时机，投资者可把目光

投入到由期现贴水扩大所带来的期现套利机会和主力换月移仓过程中带来的远月和近月之间的套

利机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螺纹钢：前低存在支撑，短期内或将震荡】【螺纹钢：前低存在支撑，短期内或将震荡】【螺纹钢：前低存在支撑，短期内或将震荡】【螺纹钢：前低存在支撑，短期内或将震荡】

周三螺纹主力 1301合约依然受制于 3900一线压力，但前期低点 3838一线存在支撑，盘中弱

势震荡，收出小阳线；7 月 17 日，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 2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释放流动

性，市场对将准的预期升温；钢市基本面而言，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 月 70 个大中城市

中，房价下跌的城市明显减少，但是终端开工依然不足，目前仍然处于消费淡季，建筑钢材需求

或将进一步萎缩；且据中国钢材网最新消息称，钢厂减产力度亦低于预期，预计短期内螺纹期价

弱势震荡的可能性大，建议前期空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短期或弱势震荡【橡胶：短期或弱势震荡【橡胶：短期或弱势震荡【橡胶：短期或弱势震荡 观望为主】观望为主】观望为主】观望为主】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政策听证会和美联储公布的经济褐皮书均无新意也未暗示 QE3，未对市

场造成较大影响。此外，联储经济景气状况褐皮书稍显疲软，基本面继续承压。昨日股指尾盘强

力拉升，终报收吊颈线，但沪胶却表现平平，凸显沪胶基本面承压较重，但考虑到后期股指或走

强的带动作用，沪胶短期或维持弱势震荡，建议投资者短线以观望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

宏亮）

【塑料：地缘政治忧虑加剧【塑料：地缘政治忧虑加剧【塑料：地缘政治忧虑加剧【塑料：地缘政治忧虑加剧 偏多操作】偏多操作】偏多操作】偏多操作】

局势动荡及伊朗情势紧张，加剧了地缘政治忧虑，另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淡化了双底衰退的

可能性，美国原油期货周三连续第六个交易日收高。美国 8 月原油期货收盘上升 0.65美元，且盘

中一度触及 5 月 30 日以来最高日内高位 90.04 美元/桶。短期来看，地缘政治事件或继续支撑原

油期价走强，建议投资者连塑中短线偏多思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反弹迹象显现】【股指期货：反弹迹象显现】【股指期货：反弹迹象显现】【股指期货：反弹迹象显现】

股指期货继续移仓，前期强势股开始大幅下跌，显示出下跌行情的末尾特征。市场今日震荡

后下午走出挖坑行情，市场预计将有利好，触底反弹迹象出现，涨停个股开始增多，短线可能有

反弹惯性。盘中应随时根据最新消息面调整持仓和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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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走强 支撑： 4800 压力： 4900

中长建议： 10日线获支撑，多单跟进持有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3880 压力： 4000

中长建议： 高位震荡洗盘，稳站3750多单跟进持有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9750 压力 9850

中长建议： 20日线获支撑，多单跟进持有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区间震荡 支撑： 5630 压力： 5803

中长建议：
长阴破坏次级反弹基础，重回低位区间震荡，持有高位空单，5700之下暂不加

码。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高位整固 支撑： 2367 压力： 2411

中长建议： 次级反弹迎来回撤修正，天气炒作未结束，中线多单轻仓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55500 压力： 56700

中长建议： 多单轻仓持有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14500 压力： 15000

中长建议： 观望等待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3850 压力： 3900

1301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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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偏多 支撑： 2820 压力： 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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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震荡 支撑： 24000 压力： 24300

中长建议： 尝试性布局多单

塑料塑料塑料塑料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0100 压力： 10300

中长建议： 尝试性布局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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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迹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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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30%仓位，随时根据外

围局势变化和后续政策、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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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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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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