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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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周二宣布对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信用评级进行下调，称该地区与意大利整体经济形势不匹配。标普将坎

帕尼亚地区长期评级从“BBB+”下调至“BBB”，展望为负面。同时，该机构表示基于对欧洲债务危机可能蔓延及美国或出现财政

悬崖的考虑，该机构不看好欧美经济今明两年表现。

2、美国红皮书研究机构(Redbook Research)周二(8月21日)公布，美国8月18日当周红皮书商业零售销售年率上升1.9%，前值上升

1.8%。8月份前三周，全美连锁商店销售额较7月份同期下降0.3%，较去年同期上升1.9%。

3、美国国际购物中心协会(ICSC)和高盛(Goldman Sachs)周二(8月21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8月18日当周ICSC-高盛连锁店

销售较上周下降1.5%，此前一周为下降0.3%。数据还显示，美国8月18日当周ICSC-高盛连锁店销售年率上升3.1%，前值上升

3.6%。

4、英国工业联盟(CBI)周二(8月21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8月CBI工业订单差值创2011年12月以来最低，数据显示，英

国8月CBI工业订单差值为-21，预期为-8，前值为-6。

5、今日重点：亚市关注日本7月商品贸易帐，纽约时段关注加拿大6月零售销售、美国7月成屋销售、美联储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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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盘突破性补涨，历史新高在望】【豆市：连盘突破性补涨，历史新高在望】【豆市：连盘突破性补涨，历史新高在望】【豆市：连盘突破性补涨，历史新高在望】

欧元区忧虑大为缓和，促使美元中期头部初成，跌至近七周新低，风险资产量价齐升，商品

市场正享多头之盛宴。美国年度田间巡查初期的结果，引发美豆单产和产量忧虑，而南美大豆主

产国进口预期，加剧全球供给紧张局面，CBOT 豆类价格，不断刷新历史新高，隔夜油强粕弱，美

粕将历史新高进一步推进至 527.9 美元/短吨，涨幅超 2%；宏观造势配合，豆油飙升超 3%，实现

突破性补涨；美豆涨幅近 3%，重回 1700 美分/蒲式耳上方。国内方面，昨天连豆及粕市跳空补

涨，历史新高行情启动，而豆油价格严重滞涨，9800 一线震荡争夺，日内高开短期或将挑战万

点，加速上涨可能性较大；总体而言，宏观市况和自身基础利好形成共振，豆类油脂多头行情仍

将颇具爆发了，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外盘大涨提振【棉花：外盘大涨提振【棉花：外盘大涨提振【棉花：外盘大涨提振 延续升势】延续升势】延续升势】延续升势】

8 月 20 日美国农业部在每周作物生长报告中称，截至 8 月 19 日当周，美国棉花生长优良率

为 41%，之前一周为 42%，远高于去年同期的 31%，但周一晚间美棉指数依旧在技术性买盘的推动

下大涨 2%，周二再次大幅收涨 3.23%，收近三个月高位。郑棉近期表现为持续的震荡上扬走势，

周一郑棉小幅高开于 19550 元/吨，日内窄幅收阳站上 19600 大关，期价稳站于向上发散的 5日均

线之上，仓量俱减，技术指标偏多。预计在美棉的提振之下，周三仍将延续升势，建议多单继续

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石磊）

【白糖：短线氛围偏强，低开不宜追空】【白糖：短线氛围偏强，低开不宜追空】【白糖：短线氛围偏强，低开不宜追空】【白糖：短线氛围偏强，低开不宜追空】

昨日再传收储，同时海关公布 7 月份进口食糖 39.8 万吨，55%的同比增速较前几个月明显

下降，市场氛围利多；1301 合约 9:30 之后持续 40 分钟增仓拉升过百点，再次上试 5630 压力

位，交投重心进一步抬升，日线周期反弹确立，能否深化至周线周期关键看 5630 突破情况。隔夜

美糖走势令人大跌眼镜，超过 3%跌幅的大阴线触及 20 美分关口，必将拖累郑糖低开，鉴于当前

偏多市场氛围，低开不宜追空，短多可于 5470-5500 设定保护性止盈。（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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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沪铜：区间上沿多单部分止盈】【沪铜：区间上沿多单部分止盈】【沪铜：区间上沿多单部分止盈】【沪铜：区间上沿多单部分止盈】

伦铜周二受投资者对欧洲央行(ECB)正在规划应对欧债危机策略的乐观气氛提振大幅上涨，盘

中创一个多月以来的新高并报收在近期震荡区间上沿。沪铜周二低开高走，盘中一度击穿 54500

点下探至 54360 点，随后震荡走高，再次站上 54500 点，最终报收于 54870 点，今日将在伦铜周

二夜晚收高的提振下高开在近期运行区间上沿，建议维持区间操作思路，多单在区间上沿部分止

盈离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区间震荡【沪锌：区间震荡【沪锌：区间震荡【沪锌：区间震荡 观望为宜】观望为宜】观望为宜】观望为宜】

伦锌周二受投资者乐观气氛提振跟随其他基本金属上涨，但尾盘脱离日内高点，最终仍报收

在近期震荡区间下沿。沪锌周二高开高走，盘中上破 5 日均线并报收在其之上，今日将在伦锌周

二夜晚收高的提振下高开在 10 日均线和 20 日均线粘合处，整体区间震荡思路不改，建议继续观

望为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橡胶：短多谨慎持有】【橡胶：短多谨慎持有】【橡胶：短多谨慎持有】【橡胶：短多谨慎持有】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欧洲央行的德国执委阿斯穆森(Asmussen)表示支持德拉基的购债

方案，西班牙的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周三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公布最新会议记录，市场

风险情绪升温。但是，周二标普宣布对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信用评级进行下调，另称未来数月美

国经济前景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有所加大。惠誉也称若应对危

机不力，欧元区部分国家评级年内或遭下调。综合分析，短期投资者押注欧洲央行将干预债市，

市场做多热情激增，但中长期市场不确定性较多仍将继续承压，建议投资者短期多单谨慎持有。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短期偏多操作】【塑料：短期偏多操作】【塑料：短期偏多操作】【塑料：短期偏多操作】

周二欧洲央行(ECB)购债流言再起，中东局势亦持续发酵，油价因此上扬。10 月布伦特原油

期货收升 0.94 美元，报 114.64 美元/桶，盘中触及 115.58 美元/桶。美国 10 月原油期货收盘上

扬 0.58 美元，报 96.84 美元/桶。此外，美国 8 月 17 日当周 API 原油库存 -600 万桶，前值

+280 万桶；汽油库存 +86.9 万桶，前值-200 万桶；精炼油库存 -100 万桶，前值+120 万桶。综

合分析，建议投资者连塑短期偏多操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焦炭：现货带动期货【焦炭：现货带动期货【焦炭：现货带动期货【焦炭：现货带动期货 空单谨慎持有】空单谨慎持有】空单谨慎持有】空单谨慎持有】

现货报价持续萎靡，钢企采购意愿不强，国家对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的态度，使得焦炭

下游需求非常谨慎，基本面疲弱格局未发生改变。昨日主力合约 1301 下破 1500 后弱势震荡整理

格局，现货报价的下挫对期市开始产生波及，操作上建议空单继续持有，注意盘间止盈。

【【【【PTAPTAPTAPTA：弱势震荡：弱势震荡：弱势震荡：弱势震荡 考验考验考验考验 7400740074007400】】】】

PTA1301 合约周二承压于 60 日线，窄幅波动报收小阳线，结算微幅收涨 14 点，成交持平，

持仓延续升势，周二大增近两万手。TA 昨最低探至 7400 元，坚守整数关口。PTA 华东内贸市场行

情清淡，实际商谈价格在 7850-7900 元/吨附近。上游 PX 价格小幅回落，对 TA 价格带来压力。隔

夜美原油指数收高 0.64 美元，但近期 TA 对原油跟跌不跟涨，呈现背离走势。预计周三 TA 将弱势

震荡。7400 点若失守，则仍旧以偏空思路对待，若守住，则短线交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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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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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可能惯性反弹】【股指期货：可能惯性反弹】【股指期货：可能惯性反弹】【股指期货：可能惯性反弹】

股指期货周二再次出现多空搏杀，在基本面、消息面并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多头虽未得

势，但抵抗住了下午的空头打压，现货方面，尽管权重股受挫，但 8 类个股活跃度加强，涨停个

股数量较多带动人气，周三市场活跃度可能惯性持续，向上反弹的努力仍可能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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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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4800 压力：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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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高走 支撑： 4050 压力：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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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高走 支撑 9800 压力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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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 压力： 19700

中长建议： 偏多操作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5430 压力： 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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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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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整理 支撑： 2401 压力： 2442

中长建议：
USDA 调降美国玉米产量，国内玉米回撤动能大部分释放，趋于高位震荡，中线

多头基础未破坏，轻仓持有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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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 压力： 56000

Cu1212 中长建议： 53000-56000之内区间操作，区间上沿多单部分止盈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4210 压力： 15000

Zn1212 中长建议： 观望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21500 压力： 22000

中长建议： 偏多操作

塑料塑料塑料塑料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10000 压力： 10300

中长建议： 偏多操作

焦炭焦炭焦炭焦炭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1475 压力： 1510

中长建议： 空单继续持有，注意盘间止盈

PTAPTAPTAPTA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7400 压力：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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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惯性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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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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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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