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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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统计局8月17日公布，欧元区6月未季调贸易帐盈余扩大至149亿欧元，创1999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当月，未季调出口

年率上升12%，进口年率上升2%。欧元区6月季调后贸易帐盈余105亿欧元。

2、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6月PPI年率上升0.9%，升幅不及预期。

3、德国财长朔伊布勒8月18日指出，对于希腊的援助实际上应该是有限度的，因而，即便希腊的实际状况有多困难，该国都不应

该再破格获得额外的援助。往希腊这么一个无底洞里继续砸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各方不应再为该国考虑新一轮的援救措施。

4、英国网络房地产代理商Rightmove于8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Rightmove平均房屋要价指数继续回落，月率下降2.4%，

创历史上8月份最大降幅。

5、汤森路透/密西根大学8月17日公布调查显示，美国8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升至73.6，创下今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现况指数初值升至87.6，创2008年1月以来最高；预期指数初值则降至64.5，创2011年12月以来最低。

6、本周重点关注：澳洲联储会议记录、欧元区8月制造业PMI、美联储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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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市交投，关注量能突破】【豆市：震荡市交投，关注量能突破】【豆市：震荡市交投，关注量能突破】【豆市：震荡市交投，关注量能突破】

中旬以来，因利好兑现和自身消息匮乏，美豆及粕市先抑后扬，20 日多头趋势生命线失而复

得，缩量震荡缓步攀升；而油脂价格，以棕榈油为代表，则弹出下降趋势，有意构筑底部形态。

国内方面，股指羸弱交割，六连阴逼近三年新低，打压商品市场多头热情，连盘豆类油脂交投清

淡，震荡反复，勉力站上均线系统，唯有放量确立站稳 20 日均线，多头攻势方可表现积极，否

则，宜警惕期价高位回落风险。（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USDAUSDAUSDAUSDA报告利空报告利空报告利空报告利空 郑棉将受打压】郑棉将受打压】郑棉将受打压】郑棉将受打压】

郑棉指数上周五个交易日报收四阳一阴格局。周一、周二连续大幅攀升，期价回到 19300 一

线，并维持于 20 日线之上之窄幅震荡。美棉指数上周前四个交易日维持高位震荡，期价周四最高

探至 77.23 美分/磅，5 日均线上穿 60 日线后向上坚挺运行。但周五 USDA 公布最新报告后，高企

的库存预估严重挫伤美棉期价，指数周五深幅下挫 3.81%，回吐上周涨幅，刺穿 10 日线。技术上

看，郑棉和美棉均上行乏力，在 USDA 报告的打压之下，或将震荡回落。操作上建议，中线多单逢

高暂离场观望，短线以偏空震荡思路为主。（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5500550055005500突破有效性面临考验】突破有效性面临考验】突破有效性面临考验】突破有效性面临考验】

截至上周末发改委等管理部门尚未发布收储正式文本，周四、周五增仓连阴回撤，收盘重

回 5500 关键压力位，突破有效性面临考验。8 月初以来日 K 线低位楔形整理，突破 5500 是启动

次级反弹的起步阶段，上方面临 6月中下旬整理区间低点至 60 日线密集压力区，密切关注本周初

市场表现，若站稳 5500 则短多可依托 5 日、10 日短期均线适量跟进，突破 5700 之前界定为低位

宽幅震荡行情，谨慎偏多操作；美糖跌势不止及国内现货商谨慎有加的采购态度是抑制糖价上行

的重要阻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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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麦：前期多单持有，依托【强麦：前期多单持有，依托【强麦：前期多单持有，依托【强麦：前期多单持有，依托 60606060日线适当补仓】日线适当补仓】日线适当补仓】日线适当补仓】

上周强麦期货震荡反弹，主力 WS1301 合约报收四阳一阴格局，期价重心不断上移，短期考

验 20 周均线压力。继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下调本国小麦产量后，全球第六大小麦出口国阿根廷农业

部近日亦将 2012/13 年度小麦种植面积预估由一个月前的 382 万公顷下修至 370 万公顷，并进一

步调降产出预估。诸多消息加深全球小麦供应忧虑，中长期看利于小麦价格反弹。预计在国内面

粉消费旺季之前，强麦期价缓慢抬升为主，操作上，前期多单谨慎持有，短线依托 60 日线适当补

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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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开震荡【沪铜：高开震荡【沪铜：高开震荡【沪铜：高开震荡 区间操作】区间操作】区间操作】区间操作】

伦铜沪铜上周均在震荡区间内探低回升，伦铜周五夜晚受美国推出QE3几率升至60%提振大幅

走高，再次站上7500点并收在均线组之上，这将提振沪铜今日跳空高开在上周最高点54800一线，

趋势上区间震荡仍未结束，建议维持区间操作思路，在53000-56000之间高抛低吸。（新纪元期货

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资金热情消退【沪锌：资金热情消退【沪锌：资金热情消退【沪锌：资金热情消退 锌价重归震荡】锌价重归震荡】锌价重归震荡】锌价重归震荡】

沪锌上周受资金青睐一度成为领跌的明星品种，但资金热情消退后锌价重归震荡，后市仍将

延续区间震荡，伦锌运行区间 1750-1900，沪期锌运行区间为 14500-15000，操作上维持近期观

点，建议观望或区间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螺纹钢：技术面与基本面共振，期价弱势不改】【螺纹钢：技术面与基本面共振，期价弱势不改】【螺纹钢：技术面与基本面共振，期价弱势不改】【螺纹钢：技术面与基本面共振，期价弱势不改】

上周主力合约 1301 弱势下挫，再创新低，周线图收出长阴线，阴线实体完全吞噬前一周阳

线，弱势运行局面难改；钢市基本面而言，针对国务院之前对北京、天津等 16 个省（市）的房地

产市场调控调查情况，督查组要求出现放松调控政策苗头的地区立即予以纠正，并强调各地不得

以任何理由变相放松调控；另一方面，7 月份钢铁 PMI 表现依然欠佳，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最新

旬报数据显示，2012 年 8 月上旬重点大中型企业粗钢日产量循环比出现增长，钢市供需矛盾依然

未改善，预计短期内螺纹期价低位震荡的可能性大，建议短线以观望为宜，中长线空单可继续谨

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或将补涨【橡胶：或将补涨【橡胶：或将补涨【橡胶：或将补涨 短期偏多】短期偏多】短期偏多】短期偏多】

8 月 17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联储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政策的几率升至 60%，

且受访经济学家下调美国今年第三、第四季度和明年经济增长预期。西班牙 6 月银行业坏账率创

历史新高，扭转了此前默克尔强硬表态以及强劲欧元区贸易帐带来的乐观情绪。宏观面对沪胶期

价走势的指示不太明确，但整体偏于负面。此外，对于世界三大橡胶生产国限制供给政策，上周

受压于股指交割，沪胶期价反应不大，本周或将补涨，建议投资者沪胶短期偏多操作。（新纪元期

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原油期价承压【塑料：原油期价承压【塑料：原油期价承压【塑料：原油期价承压 多单谨慎持有】多单谨慎持有】多单谨慎持有】多单谨慎持有】

美国白宫发言人上周五表示，白宫方面确认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仍是一个选项，并正在对全球

原油市场进行密切监控。因传闻美国可能释出战略石油储备，且预期北海原油产量将在 9 月维护

结束后反弹，短期原油期价承压，建议投资者连塑多单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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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进口数据有支撑，需求无明显改善】【焦炭：进口数据有支撑，需求无明显改善】【焦炭：进口数据有支撑，需求无明显改善】【焦炭：进口数据有支撑，需求无明显改善】

煤炭进口总量七个月以来第一次下降，有助于缓解近期国内煤炭供应压力，但全年进口大增

的格局尚未得到有效改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煤炭进口总量为 2427 万吨，环比下降

10.74%，同比增幅为 14.2%，增长幅度明显收窄。但下游钢企采购意愿薄弱，且自身限产检修力

度加大，对焦炭的需求也持续维持疲软状态。今日继续关注 1301 合约 1500 的关键支撑，及上方

1550 的压力，上冲受阻或下破支撑空单可再次进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赵奔）

【【【【PTAPTAPTAPTA：原油强势：原油强势：原油强势：原油强势 TATATATA被动跟涨】被动跟涨】被动跟涨】被动跟涨】

PTA 主力 1301 合约五个交易日报收三阴两阳的震荡整理格局，周内最近探至 7458 元/吨，短

暂下破 60 日线，短期均线族现纠结，量能平稳。技术指标 MACD 钝化，KDJ 三线继续向下发散。

周线报收小阳线，呈现三周整理局面。美原油指数上周强势上涨，随着 5 日均线的走高，期价报

收四连阳站上 97 美元。由于美国目前难以实施释放原油战略储备的计划，美原油还将继续走高。

但百元关口出阻力较大。预计 TA 周内将被动跟涨，7400-7900 区间思路对待。短线偏多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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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股指期货：【股指期货：可能震荡修复可能震荡修复可能震荡修复可能震荡修复】】】】

期指交割完毕，短线超跌，技术指标上有震荡和反弹要求，货币政策仍预期趋于宽松，预期

经济政策将继续偏暖，连续下跌后可能将短线震荡。现在市场处于政策消息极度敏感时期，预期

利好仍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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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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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0 压力： 4750

中长建议： 20日线失而复得，多单依托于此尝试布局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3900 压力： 3950
中长建议： 20日线失而复得，多单依托于此尝试布局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9700 压力 9790

中长建议： 逢低多单吸筹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日内预测： 震荡偏多 支撑： 19100 压力： 19500

中长建议： 偏多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5376 压力： 5630

中长建议：
收储传言为市场注入强心针，持续性有待多单跟进配合，不宜过分乐观；中线

空单应大部分平仓锁定盈利，视5620压力位突破情况决定是否跟进多单。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2387 压力： 2428

中长建议：
玉米虫害利好大部分消化，短多平仓集中，回撤考验短期均线支撑，轻仓持有

多单。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2500 压力： 2540

中长建议： 多单谨慎持有，依托60日线适当加仓。

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 日内预测： 高位震荡 支撑： 2775 压力： 2835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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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1212 中长建议： 53000-56000之内区间操作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14210 压力： 15000

Zn1212 中长建议： 观望

白银白银白银白银 日内预测： 震荡整理 支撑： 5980 压力： 6045

Ag1212 中长建议： 伦银横盘整理，沪银区间震荡为主。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3600 压力：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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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 2700 压力： 2750

1301合约 中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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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偏弱 支撑： 1500 压力： 1550

中长建议： 空单继续持有，下破1500可适当加空，注意盘间止盈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22000 压力： 22800

中长建议： 偏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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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多操作

PTAPTAPTAPTA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7400 压力： 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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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震荡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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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