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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际财经信息最新国际财经信息最新国际财经信息最新国际财经信息
1、欧洲央行管委诺沃特尼周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元区提议的永久救助基金ESM应被授予银行执照。他表示，如果ESM获得银行

牌照，那么该基金就可以从欧洲央行获得贷款，进而壮大基金实力。

2、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周三宣布将17家德国银行业集团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称此举主要受德国主权评级展望调整影响。

3、周三公布的英国第二季度GDP初值季率萎缩0.7%，预期萎缩0.2%；年率萎缩0.8%，预期萎缩0.3%。英国经济衰退程度加剧导致

英国央行有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4、美国商务部7月25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35.0万户，预期为37.0万户；5月年化修正为38.2万户，初值为

36.9万户。美国6月新屋销售年化月率下降8.4%。美国6月份新屋销售数量意外降至5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出美国经济复苏动

能依然堪忧，提升美联储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预期，

5、澳大利亚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第二季度消费者物价指数季率上升0.5%，预期为上升0.6%；年率上升1.2%，预

期为1.3%。通胀数据虽然略不及预期，但也并没有大幅下滑，这令此前预期澳洲联储将加快降息步伐的一部分预期落空。

6、今日重点关注：欧市关注德国6月实际零售销售、意大利发行债券，纽约时段关注美国6月耐用品订单、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

数、美国6月成屋签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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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市：【豆市：【豆市：短期超跌将出现反弹短期超跌将出现反弹短期超跌将出现反弹短期超跌将出现反弹】】】】

本周降雨和未来 10 天的更多降雨，将提振美国中西部北部和东部的产量前景，但其他种植区

的产量仍将与极端干热天气较量。本周初仅两个交易日，美豆从历史高位急速滑落 7%，隔夜在单

产忧虑下出现 3%的超跌反弹，但仍受制于 5日均线压制，技术指标的劣势未得到有效改善。追随

CBOT 市场，连盘大豆、油脂系列，周内连续三日大幅跳空，出现断崖式下跌，短期空头目标基本

到达，日内将出现反弹，或将反攻 5日线，技术修正过程中忌讳追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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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震荡：弱势震荡：弱势震荡：弱势震荡 偏空思路偏空思路偏空思路偏空思路】】】】

郑棉主力 1301 合约周三平开低走报收小阴线，最低 19200 元/吨。短期均线黏合并拐头向

下，MACD 显现微弱绿柱，DIFF 和 DEA 交叉向下，KDJ 三线向下发散。周三量能有所回升，持仓大

增 27248 手至 29.6 万手，其中主力多头持仓大增过万。目前欧债危机拖累期价，需求面疲软也令

期棉承压，隔夜 ICE 期棉 12 月合约继续收跌 1.52 美分，预计郑棉在昨日跌破震荡区间后，仍将

延续弱势震荡，甚至回试万九支撑，短线可偏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反弹修正乏力，下跌空间洞开】【白糖：反弹修正乏力，下跌空间洞开】【白糖：反弹修正乏力，下跌空间洞开】【白糖：反弹修正乏力，下跌空间洞开】

巴西降雨近日开始减少，ICE 原糖在创下三个月新高后迎来小幅回撤，围绕 5 日线展开争

夺；郑糖对美糖跟跌不跟涨，在多头新入场资金抵抗之下，昨日郑糖低开强势震荡，5 日线下行

穿过前低 5630 形成短期明确压制，日线光脚上影小阳线显示下方支撑仍未探明；全部合约累计持

仓再度濒临百万手大关，多空日内增仓基本保持均衡，空头主力仍占有净持仓及持仓集中度优

势；近日基差、合约间价差继续拉大，采购低迷将销售压力逐级延后，近月加速松动将带动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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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补跌，震荡整固不改跌势，5日线下轻仓持有空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未能有效突破未能有效突破未能有效突破未能有效突破 5555 日均线，维持偏空操作思路日均线，维持偏空操作思路日均线，维持偏空操作思路日均线，维持偏空操作思路】】】】

周三强麦再度冲高回落，主力合约 WS1301 以 0.36%的跌幅报收。从技术上看，上方 5 日均线

压力依旧，短期均线系统向下发散，技术面疲弱。截止 7 月 25 日，强筋小麦的仓单数量为 14840

张，有效预报数量 22534 张，庞大的仓单数量仍将是影响期价大幅反弹的重要阻力。隔夜美国 6

月份新屋销售数量意外降至 5 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提升 QE3 预期，美元指数大幅下挫，促使大

宗商品市场震荡反弹。昨日郑麦多头主力增加力度较强，浙江永安大幅增加近 5500 手多单。操作

上，期价未能有效突破 5 日均线，维持偏空操作思路，但近期密切关注主力资金动向，提防短线

炒作资金介入。（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张伟伟）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沪铜沪铜沪铜沪铜：：：：多单出场观望多单出场观望多单出场观望多单出场观望】】】】

欧元兑美元自两年低位回升，且投资者对美联储采取更多措施的希望盖过了欧元区情势愈发

低迷的影响，伦铜周三探底回升，但7500一线压力明显暂未突破。沪铜周三破位下跌，多空双方

在54400一线展开激烈争夺，最终空头胜出并乘胜追击再破54000点重要整数关口的支撑并收在其

之下，彻底下破上升趋势线，建议中线多单出场观望，短线尽量日内操作以避风险。（新纪元期货

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沪锌：【沪锌：【沪锌：观望为宜观望为宜观望为宜观望为宜 不追空不追空不追空不追空】】】】

伦锌周三小幅收涨结束三连阴，期价重新站上 1800 点，但全天仍运行于均线族之下，技术面

仍偏弱。沪锌周三延续下跌，14500 支撑被击穿，技术弱势更加明显，基本面供应过剩持续打压

锌价，建议中线继续观望等待操作时机，不追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橡胶：政策预期悄然升温【橡胶：政策预期悄然升温【橡胶：政策预期悄然升温【橡胶：政策预期悄然升温 尝试性入多】尝试性入多】尝试性入多】尝试性入多】

周三评级机构轮番出手考验欧洲局势，如：Egan-Jones 下调意大利评级，穆迪则将 17 家德

国银行业集团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但评级机构此次动作对市场产生的冲击有限，一方

面缘于利空已在前期有所消化，另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经济数据疲软，市场对美联储采取新一轮刺

激政策预期升温。此外，市场重新传言美国和欧洲将推出货币刺激措施。目前来看，全球经济数

据持续疲软，欧债危机不断恶化，而各国经济刺激措施则若隐若现。短期来看，期价或将持续承

受来自基本面弱势和欧债危机可能随时进一步恶化引发避险情绪两方面的压力，但政策将应运而

生，综合分析建议投资者沪胶中线可尝试性入多，短线则继续观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

亮）

【塑料：低位尝试入多】【塑料：低位尝试入多】【塑料：低位尝试入多】【塑料：低位尝试入多】

欧洲时段传出 ESM 有望获得银行牌照令市场风险偏好情绪升温，美国房屋数据疲弱则促使美

联储 QE3 升温，加之中东动荡局势恐将恶化，油价收高。建议投资者连塑中短线多单谨慎持有，

逢低可尝试性增加多头头寸。（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焦炭焦炭焦炭焦炭：：：：焦炭破位下行，关注入场时机焦炭破位下行，关注入场时机焦炭破位下行，关注入场时机焦炭破位下行，关注入场时机】】】】

焦炭各地现货报价再次下跌，其中唐山地区准一级冶金焦厂价为 1730-1800 元每吨，二级到

厂价为 1630-1720 元每吨，下挫 10 元每吨；太原一级冶金焦车板价为 1660-1700 元每吨，二级冶

金焦出厂价为 1550 元每吨，下跌 40 元每吨，天津港焦炭现货一级冶金焦报价为 1920 元每吨。现

货疲软导致昨日主力合约 1301 破位下行，下跌空间再次打开，今日关注 1600 压制，压制有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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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单可再次进场，若再次上破 1600 则继续保持日内短线交易思路。

【【【【PTAPTAPTAPTA：破位下行：破位下行：破位下行：破位下行 空单可持空单可持空单可持空单可持】】】】

PTA1301 合约周三平开于 7408 元/吨，早盘期价窄幅震荡，午盘增仓放量下行，跌破 7 月 11

日低点 7374,以及布林通达中轨，技术指标 MACD 死叉，KDJ 向下发散。5 日均线下穿 10 日均线并

与 20 日线交汇。基本面情况，PX 价格小幅回落，对 TA 造成成本压力，但下游来看，聚酯迎来投

产高峰。PTA 未能守住 7374，或将继续震荡寻找布林下轨和前低的联合支撑 7000 附近。同时，TA

的价格也受到原油价格的扰动。预计周四日内期价将窄幅震荡，操作上建议空单 7374 之下继续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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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股指期货：可能【股指期货：可能【股指期货：可能震荡偏强震荡偏强震荡偏强震荡偏强】】】】

股指期货在两天的震荡中曾经试图向上反弹，但每次均无功而返，但短线资金一般不会轻易

放弃，加之最近两天涨停个股增多，市场活跃度提高，国内还有降准预期等利好，不排除反弹的

努力还会出现，但目前市场最担忧的融资压力仍在，在缺乏较大市场刺激的情况下，短线可能会

震荡偏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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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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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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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反弹 支撑： 4600 压力： 4710

中长建议： 观望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3750 压力： 3890

中长建议： 观望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9350 压力 9480

中长建议： 观望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偏空 支撑： 19000 压力： 19400

中长建议： 偏空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5460 压力： 5630

中长建议： 破位打开下行空间，跌势深化，持有空单，风险偏好者适量加码。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震荡整固 支撑： 2359 压力： 2404

中长建议：
天气炒作未结束，次级反弹中继阶段，谨防回撤幅度过大，跌破2368则多单减

持保护盈利。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2440 压力： 2510

中长建议： 期价不能有效突破5日均线，维持偏空操作思路。

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2685 压力： 2760

中长建议： 低位多单继续持有，短线依托60日线偏多操作。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53230 压力： 54600

Cu1211 中长建议： 多单出场观望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4175 压力： 14600

Zn1211 中长建议： 观望等待

白银白银白银白银 日内预测： 低位震荡 支撑： 5730 压力： 5800

中长建议： 短期低位震荡为主，日内区间操作。

焦炭焦炭焦炭焦炭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1560 压力： 1605

中长建议： 观望或日内短线交易，耐心等待新的进场时机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22000 压力： 22300

中长建议： 尝试性布局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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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塑料塑料塑料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9560 压力： 9700

中长建议： 尝试性布局多单

PTAPTAPTAPTA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偏空 支撑： 7000 压力： 7374

TA1301TA1301TA1301TA1301 中长建议： 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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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震荡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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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支撑或压力也是中长建议中试探性建仓的止损位。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报告内容仅

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期货交易依据，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引

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

自己的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咨询期货研究员并谨慎决策。

本报告旨在发送给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的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报告版权仅为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所

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发布，需注明出处为新纪元期

货有限公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对于本免责申明条款具有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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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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