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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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欧元区前两大经济体6月份消费者支出数据表现迥异，但均暗示经济趋于疲软。

2、7月31日一位未具名德国央行消息人士称，德国央行认为，维持物价稳定仍需作为货币政策的重点，面临困境的欧元区其他成

员国应牢记自身的问题是财政问题，应该通过财政工具来解决，其中包括在必要时动用EFSF。该言论暗示出，德国央行继续反对

欧洲央行购债。

3、意大利统计局7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6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月率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因石油产品价格下滑。意大

利6月PPI月率下降0.1%，降幅低于预期；年率上升2.1%，符合预期。

4、7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意外升至53.7，且好于市场预期，但就业分项指数降至一年低

点53.3。

5、美国银行货币和利率研究小组称，令人失望的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已经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联储是否将放宽政策，而是美联储

何时将放松政策，及美联储将以怎样的形式放宽政策。该行称，预期美联储本周会议将延续其前瞻指引，之后在9月推出QE3。

6、今日重点关注：中国7月官方制造业PMI、中国7月汇丰制造业PMI终值，欧市关注德国7月制造业PMI终值、欧元区7月制造业PMI

终值、英国7月制造业PMI，纽约时段关注美国7月ADP就业人数、美国7月制造业PMI终值、美国7月ISM制造业PMI、美国6月营建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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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头独领风骚，豆类八月开门红：多头独领风骚，豆类八月开门红：多头独领风骚，豆类八月开门红：多头独领风骚，豆类八月开门红】】】】

CBOT 大豆市场，因月末获利了结压力，涨幅缩窄或微幅收跌。有调查显示，美国 2012 年大豆单

产预估为 38.1 蒲式耳，为九年来最低；大豆产量预估 28.34 亿蒲式耳，为四年来最低。世纪旱情

令美国大豆前景黯淡，历史性高位价格或成为生长季里的常态。7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粕市在历

史性仓量配合下，成功挺进 4000 元/吨的玄关，报收 4003 元/吨，宣告豆粕期货 4000 时代的到

来；连豆近强远弱，均呈探底回升势态，日内高开，多头攻势条件上佳；豆油 9500 附近震荡整

固，蓄势突破 9630 关口。整体大豆油脂系列，八月有望开门红，多头思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

究所 王成强 )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低位震荡：低位震荡：低位震荡：低位震荡 建议观望建议观望建议观望建议观望】】】】

周二郑棉主力 1301 合约在大跌之后小幅反弹，日内平开高走报收中阳线，重新触及万九。但上方

始终受 5日均线的压制，短期均线族呈空头排列未改。周二量能十分疲弱，成交仅 24 万手，持仓

量大减两万余手至 31.4 万，其中多空主力均大幅减持，可见低位的争夺相当激烈。技术指标

MACD 呈现绿柱，KDJ 三线低位拐头。隔夜外盘微幅收高 0.28 美分，延续横盘震荡。预计郑棉周三

仍将在万九附近震荡，建议观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下跌节奏放缓，低位整固】【白糖：下跌节奏放缓，低位整固】【白糖：下跌节奏放缓，低位整固】【白糖：下跌节奏放缓，低位整固】

印度因天气问题及食品部官员“可能考虑停止出口”的言论而成为市场关注焦点，ICE 原

糖指数面临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攻 20 日线失败，仍面临反弹或是进一步回撤的抉择；美联储货币政

策例会结束，旧调重弹令投资者期盼落空，美元指数弱势震荡；郑糖昨日低开震荡，尾盘减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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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日线锤形线放缓下行节奏，空头前三主力超过 1.5 万手的增仓限制反弹热情，预计短线将低

位整固，5日线下持有短空头寸。（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2500250025002500一线或有反复，短多轻仓持有或暂时止盈离场一线或有反复，短多轻仓持有或暂时止盈离场一线或有反复，短多轻仓持有或暂时止盈离场一线或有反复，短多轻仓持有或暂时止盈离场】】】】

周二强麦市场承压下行，期价未能有效站稳 2500 整数关口，短期或考验 5 日均线支撑。国

际谷物理事会周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12/13 年度全球小麦产量预计为 6.646 亿吨，低于前期

预测的 6.651 亿吨，而上年数据为 6.959 亿吨。截止 7 月 31 日，强筋小麦的仓单数量为 16560

张，有效预报数量 21194 张。仓单数量继续保持高位，但近几个交易日有效预报新增数量明显放

缓。据测算，目前各交割库的库容已有限，后期仓单对盘面的压力将逐渐消化。近期现货基本面

平稳，期价上行动能不足，短期在 2500 一线将有反复。操作上，待期价回调再次确认底部后可以

分批建立中线多单；短多轻仓持有或暂时止盈离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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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震荡延续震荡延续震荡延续震荡 区间操作区间操作区间操作区间操作】】】】

因投资者在本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出炉前保持谨慎态度，纷纷离场观望，受此打压，伦

铜周一夜晚冲高回落，最终小幅收跌。沪铜周二探低回升，期价围绕 55000 点展开激烈争夺，最

终多头险胜，报收其之上。指标上伦铜沪铜均线族均集中靠拢，或预示震荡区间将进一步缩窄。

建议中线观望，短线在 53000-56000 之间高抛低吸。（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沪锌：【沪锌：【沪锌：延续震荡延续震荡延续震荡延续震荡 区间操作区间操作区间操作区间操作】】】】

伦锌周二结束四连阳收阴，盘中一度冲高创近几日新高，但尾盘在获利盘了结的打压下回落，充

分显示投资者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出炉前的谨慎态度。沪锌周二小幅收涨，但仍未脱离

前期震荡密集区，趋势上看期价近期有望延续震荡，建议中线继续观望等待操作时机，短线维持

区间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橡胶：国内宽松在即【橡胶：国内宽松在即【橡胶：国内宽松在即【橡胶：国内宽松在即 偏多操作】偏多操作】偏多操作】偏多操作】

周二意大利和西班牙公债回落，市场对欧洲央行本周将采取激进行动兑现保持欧元区完整承诺的

信心减弱。据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 7月 31 日召开会议，会议称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

和挑战，下半年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明确指出下半年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短期或将提振市场信心，建议投资者短线偏多

思路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塑料：【塑料：【塑料：APIAPIAPIAPI原油库存大幅减少原油库存大幅减少原油库存大幅减少原油库存大幅减少 偏多操作】偏多操作】偏多操作】偏多操作】

周二美联储开始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同时市场对三大央行再推刺激举措的冀望降温，油价连跌

第二日，NYMEX 9 月原油 7 月 31 日欧市盘中再度逼近 90 美元/桶，但石油输出国组织产量下滑和

美国原油库存减少将给原油价格带来支撑，美国 7 月 27 日当周 API 原油库存-1160 万桶，汽油库

存-130 万桶，精炼油库存-140 万桶。建议投资者连塑中短线偏多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

亮）

【【【【焦炭焦炭焦炭焦炭：：：：基本面真空，焦炭暂平缓基本面真空，焦炭暂平缓基本面真空，焦炭暂平缓基本面真空，焦炭暂平缓】】】】

焦炭现货各地报价均维持不变，购销清淡以致经销商现阶段再进一步降价销售意愿不强。整体而

言基本面未发生太大变化，焦炭期货料将继续以震荡整理为主。操作上建议 1301 合约今日继续关

注前期低点 1540 的支撑，若下穿支撑，短期下跌空间将再次打开，否则仍将维持区间震荡格局，

上方强压 1600—1610.（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赵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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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PTAPTAPTA：原油拖累：原油拖累：原油拖累：原油拖累 多头减仓保护多头减仓保护多头减仓保护多头减仓保护】】】】

PTA 周二再度增仓上攻，日内平开高走报收中阳线，接连突破 10 日和 20 日线，最高触及 60 日线

压力位。成交再现巨量，持仓方面则多空同步大幅增仓，目前仍为多头占优。技术指标 MACD 绿柱

缩短，DIFF 拐头。KDJ 三线向上拐头。尽管美国石油库存协会公布的库存报告大幅利好，但隔夜

原油市场大跌，因投资者对美联储即将公布的政策决议担忧。预计 TA 周三或现调整，建议多头减

仓保护盈利，日内或偏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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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能【股指期货：仍可能【股指期货：仍可能【股指期货：仍可能震荡等待震荡等待震荡等待震荡等待】】】】

股指期货保持震荡，市场恐慌情绪依然，目前市场最担忧的融资压力仍在，强势股继续补

跌，小盘股、绩差股继续全面下挫，短期没有重大利好支撑恐难企稳，短线股指可能仍以震荡来

等待方向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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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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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0 压力： 4750

中长建议： 稳站4550多单可尝试入场持有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3950 压力： 4080

中长建议： 稳站3750多单尝试入场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走强 支撑 9490 压力 9640

中长建议： 稳站9300多单择机入场持有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日内预测： 小幅高开偏多 支撑： 18800 压力： 19100

中长建议： 偏多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低位整理 支撑： 5260 压力： 5455

中长建议： 破位打开下行空间，跌势深化，5600之下以中上等仓位持有空单。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强势震荡 支撑： 2375 压力： 2423

中长建议： 天气炒作未完，次级反弹中继，抛压大部分释放，近日有望发动新一轮上攻。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2470 压力： 2506

中长建议： 2500一线或有反复，短多轻仓持有或止盈离场。

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 日内预测： 高位震荡 支撑： 2740 压力： 2810

中长建议： 多单继续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 日内预测： 延续震荡 支撑： 54500 压力： 55500

Cu1211 中长建议： 观望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延续震荡 支撑： 14500 压力： 14850

Zn1211 中长建议： 观望

白银白银白银白银 日内预测： 低开偏弱 支撑： 5850 压力： 6000

Ag1212 中长建议： 短多止盈离场。

焦炭焦炭焦炭焦炭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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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开高走 支撑： 22000 压力： 22500

中长建议： 尝试性布局多单

塑料塑料塑料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9600 压力：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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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建议： 尝试性布局多单

PTAPTAPTAPTA 日内预测： 低开偏空 支撑： 7374 压力： 7600

TA1301TA1301TA1301TA1301 中长建议： 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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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可能震荡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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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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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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