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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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研究机构Sentix 8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市场持续担忧欧债危机，欧元区8月Sentix投资者信心连续第五个月下滑，

至-30.3，触及三年多来最低水平，降幅略低于市场预期。预期分项数月来首次改善，现况分项指数则继续下跌。

2、一位欧盟官员周一表示，欧盟委员会计划在9月11日前推出详细的银行监管方案，这一方案是ESM直接向银行提供融资的先决条

件。欧盟委员会将在9月份提交议案，并敦促欧洲议会和欧盟领导人尽管完成审批，希望这一框架协议能够在12月13-14日的欧盟

领导人峰会上通过。

3、德国央行8月6日重申反对欧洲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的立场。德国央行发言人称，德国央行(在购买债券问题上)的立场

没有改变。

4、美联储主席伯南克8月6日表示，尽管有广泛的指标显示经济在走向复苏，但许多民众及企业仍面临艰难时刻。他在演讲中没有

对货币政策前景发表评论，也未讨论7月非农就业报告。

5、英国抵押贷款机构Halifax于8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房价指数降幅略超预期。具体数据显示，英国7月Halifax季调后

房价指数月率下降0.6%，预期下降0.5%，前值上升1.0%。

6、今日重点关注：周二亚市关注日本7月外汇储备、澳洲联储利率决定，欧市关注瑞士7月失业率、CPI、英国7月工业产出、德国

6月制造业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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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强粕弱，日内震荡显强】【豆市：油强粕弱，日内震荡显强】【豆市：油强粕弱，日内震荡显强】【豆市：油强粕弱，日内震荡显强】

美国周作物生长报告显示，截至 8 月 5 日，美豆生长优良率 29%，与之前一周持平，表明在

过去的一周里，美豆生长状况稳定，关键作物产区的降雨利于改善作物评级；美豆开花率为

93%，较五年均值高出 8%，结荚率为 71%，较五年均值高 18%，表明美豆生长进度提前。CBOT 大豆

隔夜跳落 20 日均线下方，收跌 2.7%至 1584 美分/蒲式耳；美盘亦显油强粕弱。分析机构 Celeres

预测报告显示，巴西 12/13 年大豆面积料为 2714 万公顷，同比增 8.1%，为近十年最大增幅；产

量 7810 万吨，同比增 18%为记录高位；南美预期增产的压力将在四季度对价格形成较重压力。国

内方面，连豆于跳空缺口上方强势震荡整理，主力资金再度迁仓 1305 合约，4600 点测得关键支

撑后有望企稳回升；连粕 20 日线面临考验，主力多头持仓剧烈减持调整，资金流出现象严重，至

期价无量下跌；相对应的是，豆油资金流入迹象明显，食用油“限价令”解除，豆油涨价冲动强

烈，旺季临近后期价格积极乐观，9500 附近震荡整固过程中多单积极介入。（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美棉强势上涨【棉花：美棉强势上涨【棉花：美棉强势上涨【棉花：美棉强势上涨 郑棉被动跟涨】郑棉被动跟涨】郑棉被动跟涨】郑棉被动跟涨】

郑棉主力 1301 合约在周五美棉飙涨 4.13%的提振之下，高开于 19100 元/吨，日内震荡收小

阳线，站上 10 日均线，大涨 275 点。量能稍有回升，但主力多空持仓意愿均下降。技术指标

MACD 绿柱缩小，KDJ 向上发散。隔夜美棉指数继续强势上涨，收高 2.36%，站上 76 美分。短期均

线族上穿 60 日线，技术指标显现多头信号。预计郑棉将继续跟涨，但自身上行动能不足。操作上

建议偏多思路。（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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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低位区间震荡，不追多】【白糖：低位区间震荡，不追多】【白糖：低位区间震荡，不追多】【白糖：低位区间震荡，不追多】

现货价持续大幅下跌两周，本周一初步显现企稳迹象，销量配合偏消极；郑糖高开先抑后扬

报收类锤形线，上行挑战 10 日线压力，5 日线拐头上行，缓解短期内下破风险，近 5 个交易日倾

向于构筑低位震荡平台；昨日盘尾减仓集中，多空分歧较大，新入场资金倾向于日内交投，空头

换手率高，昨日华泰长城大量增持空单。从昨日市场风格看，农强工弱或面临转折，原油大涨提

振下游产品走强，郑糖或将延续低位区间震荡，不突破 5500 则短线保持区间操作，不追多。（新

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待期价再次确认底部后可以轻仓试多】【强麦：待期价再次确认底部后可以轻仓试多】【强麦：待期价再次确认底部后可以轻仓试多】【强麦：待期价再次确认底部后可以轻仓试多】

周一强麦底部震荡，期价上行乏力。主力合约 WS1301 全天期价运行于均线族下方，5 日均线

继续向下运行，技术面疲弱。截至 7 月 31 日，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 11 个小麦主产

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 2012 年新产小麦 4538.1 万吨。目前安徽、江苏等地的小麦收购已进入

尾声阶段，各地普通小麦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昨日仓单有效预报 24187 张，较上一交易日

大幅增加 1710 张，表明现货实盘的压力依旧比较大。近几个交易日，盘面成交清淡，主力观望情

绪较浓，短期期价仍将震荡筑底。操作上，中长期看涨，待期价回调再次确认底部后可以轻仓试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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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震荡【沪铜：延续震荡【沪铜：延续震荡【沪铜：延续震荡 区间操作】区间操作】区间操作】区间操作】

周一消息面没有重大利多或利空，伦铜受欧元走强提振小幅上涨，收盘站上5日均线和10日均

线。沪铜周一高开平走，全天围绕54500点窄幅波动，最终以0.98%的涨幅报收于54460点，今日有

望在伦铜周一夜晚走高的提振下高开，后市或将延续震荡，建议维持区间操作思路，在53000-

56000之内高抛低吸。（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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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锌周一延续上涨，但涨幅明显缩窄，期价盘中上破 20 日均线的压制，暂收在 40 日均线

处，技术面逐渐转强。沪锌周一窄幅波动，重心较上周五上移，今日将在伦锌周一夜晚上涨的提

振下高开在 40 日均线附近，趋势上看期价近期有望延续震荡，建议维持区间操作思路。（新纪元

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螺纹钢：需求难以改善，短期不追多】【螺纹钢：需求难以改善，短期不追多】【螺纹钢：需求难以改善，短期不追多】【螺纹钢：需求难以改善，短期不追多】

周一螺纹主力 1301 合约受到 5 日均线处压制回落，3650 一线获得支撑，日内维持窄幅震荡

之势，仓量小幅放大，收出小阳线；据中钢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共生产粗钢 3.57

亿吨，同比增长仅为 1.8%，同时，70 多家大中型钢企的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0.1%，同比减产 31 万

吨，由于需求锐减以及钢企逐渐压缩产能，今年粗钢产量有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房地产行业方

面，7 月份以来，国家非但没有放松对楼市的调控，反而地方的各种微调政策也纷纷叫停，市场

信心被严重削弱，目前而言，市场整体趋弱，终端需求始终萎靡不振，商家信心不足，预计短期

内螺纹期价弱势格局难改，建议前期空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政策效应或显现【橡胶：政策效应或显现【橡胶：政策效应或显现【橡胶：政策效应或显现 多单谨慎持有】多单谨慎持有】多单谨慎持有】多单谨慎持有】

周一市场预期欧银计划将有一些积极因素，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市场人气改善，两年期西班

牙国债收益率周一回落至 3.42%，不到 7 月底触及的逾 7%高位的一半。8 月 6 日公布的一份调查

结果显示，中国 7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料为 6,900 亿元，尽管较上月呈现季节性回落，但将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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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时 5,330 亿元的历史同月纪录高位；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料将连续第三个月回升。行

业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橡胶轮胎外胎产量达到 42042.77 万条，比上年同期增长 8.22%，比 2011

年同期增速上升 4.27 个百分点。目前，因前期欧债危机恶化引发的低迷市场情绪逐步恢复，国内

货币宽松政策也稳步释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橡胶轮胎产量增速上升也反映出下游需求的好

转。综合以上，短期市场利多，期价获较好支撑，但本周市场风险点仍较为密集，建议投资者多

单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塑料：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塑料：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塑料：中东局势持续动荡 连塑偏多操作】连塑偏多操作】连塑偏多操作】连塑偏多操作】

周一市场寄望欧元区受困国家将获得更多帮助，美股涨至三个月高位。此外，中东局势持续

动荡，叙利亚的暴力冲突和伊朗同西方就伊朗核计划的争端继续令油市投资人担心该地区供应可

能受到威胁。国际油价周一收盘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升至 11 周最高水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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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普遍下跌，期货上压较重】【焦炭：现货普遍下跌，期货上压较重】【焦炭：现货普遍下跌，期货上压较重】【焦炭：现货普遍下跌，期货上压较重】

上周多数钢企下调焦炭采购价格，普遍降幅在每吨 100 元，个别超过每吨 200 元，加之焦化

企业处境艰难，去库存化过程缓慢，国内现货报价普跌，中长期利空基本面仍在延续。国内焦炭

期货亦疲弱不堪，尽管目前仍处在 1540——1600 区间震荡运行，但盘面表现受压明显，1600 形

成较强压制，操作上建议关注 1600 压力，若再次受阻 1600 空单尝试性进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赵奔）

【【【【PTAPTAPTAPTA：原油提振：原油提振：原油提振：原油提振 有望冲击有望冲击有望冲击有望冲击 7900790079007900】】】】

周一 TA 主力 1301 合约大幅跳空高开于 60 日线之上，日内增仓放量上攻，报收小阳线，大涨

2.78%。技术指标翻多。国内主要的 PTA 装置产销情况平稳，现货价格在 7800 元附近，但交投氛

围不浓。周一晚间美原油指数继续小幅收涨 0.9%，逼近前高 93.77 压力位，预计短期将延续震荡

偏多。在此提振下，TA 有望继续向前高 7900 发起冲击。操作上建议 60 日线之上多单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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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惯性上涨】【股指期货：可能存在惯性上涨】【股指期货：可能存在惯性上涨】【股指期货：可能存在惯性上涨】

股指期货在周一上午震荡后，下午开始上攻，市场情绪明显得到调动，盘面涨停板数量急剧

扩大，下跌个股跌幅很小。未来预期利好尚存，后市可能存在惯性上涨。现在市场处于政策消息

极度敏感时期，多空都应在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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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星期二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上扬 支撑： 4600 压力： 4700

中长建议： 4600附近测得支撑，多单可持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上扬 支撑： 3850 压力： 3920

中长建议： 3850一经失守则多单离场观望，否则可继续持有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上扬 支撑 9480 压力 9630

中长建议： 稳站9400多单积极介入持有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日内预测： 高开偏多 支撑： 19000 压力： 19350

中长建议： 逢低入多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区间震荡 支撑： 5300 压力： 5505

中长建议： 产销数据疲弱，中线跌势延续，5550之下以中等仓位持有空单。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减仓走弱 支撑： 2352 压力： 2393

中长建议： 天气炒作后期，高位旗形整理上行突破失败，中线涨势面临深度回撤考验。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 日内预测： 低位震荡 支撑： 2460 压力： 25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看涨，待期价回调再次确认底部后可以轻仓试多。

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 日内预测： 高位震荡 支撑： 2760 压力： 2810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继续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54500 压力： 55500

Cu1211 中长建议： 53000-56000之内区间操作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4440 压力： 15000

Zn1211 中长建议： 区间操作

白银白银白银白银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5950 压力： 6040

Ag1212 中长建议： 短多谨慎持有。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3650 压力：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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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压力： 2850

1301合约 中长建议： 期价面临移仓换月，中长线空单止盈离场，暂以观望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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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焦炭焦炭焦炭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1550 压力： 1595

中长建议： 1600附近逢高短空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22700 压力： 2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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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 压力： 9900

中长建议： 尝试性布局多单

PTAPTAPTAPTA 日内预测： 高开偏多 支撑： 7600 压力： 7900

中长建议： 站稳60日线多单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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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存在惯性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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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