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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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统计局 9 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 8 月通胀率终值略有上修。具体数据显示，德国 8 月 CPI 终值年率上升

2.1%，预期上升 2.0%，初值上升 2.0%；月率上升 0.4%，预期上升 0.3%，初值上升 0.3%。

2、欧盟统计局9月12日公布，欧元区7月工业产出月率意外上升0.6%，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导致8月通胀率走高，这令欧洲央行

实施降息的可能性减小。

3、英国国家统计局9月12日公布，英国8月失业金申请人数下降1.5万人，创2010年6月以来最大降幅。同时，英国8月失业率为

4.8%，与7月修正后的数据持平。

4、美国劳工部9月12日公布，美国8月进口物价指数月率上升0.7%，为五个月以来首次上扬，升幅低于市场预期，因油价上涨的影

响部分被食品价格下跌所抵消。

5、美国商务部9月12日公布，美国7月批发库存月率上升0.7%，创今年2月以来最大升幅。批发销售则继续下滑，月率下降0.1%。

当月库存销售比升至1.21，为2009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

6、本日重点关注：美国宣布利率决议。数据方面：美国8月PPI月率、美国9月8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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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USDAUSDAUSDA报告利好，美豆放量止跌】报告利好，美豆放量止跌】报告利好，美豆放量止跌】报告利好，美豆放量止跌】

USDA9 月供需报告显示，美豆新作单产 35.3 蒲/英亩，低于市场预期，且较 8 月 36.1 蒲/英

亩调降 2.2%；美豆产量 26.34 亿蒲，低于市场预期，且较 8 月 26.92 亿蒲调降 11.7%，美豆旧作

结转库存 1.30 亿蒲，较市场平均预期低 5%，较 8 月 1.45 亿蒲调降 5.5%；新作结转库存 1.15 亿

蒲与上月预估持平。受此利好报告提振，美豆结束五连跌，大幅上涨 2.7%，美粕飙升超 3%，美豆

油涨幅 1%，短期技术转强。综合来看，多头回守 20 日趋势均线处显示支撑效应，USDA 供需报告

指引多头方向，连盘大豆 4900、连盘豆粕 4200、连盘豆油 10000 点，昨日收复这些关键关口，日

内将追随外盘补涨，可多单参与，关注量能配合。（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白糖：卖仓大增，回撤时间窗口将开启】【白糖：卖仓大增，回撤时间窗口将开启】【白糖：卖仓大增，回撤时间窗口将开启】【白糖：卖仓大增，回撤时间窗口将开启】

昨日收储传言第三度来袭，盘面反应已趋于冷静和克制，主力合约早盘首尾两次上攻

5500 压力，日内短多恐高止盈中断上攻步伐，午盘开盘减仓跳水，日线流星线收于 5450 之下，

5450-5500 发挥短期压力区间作用，日线反弹已近强弩之末；前 20 主力大增卖仓近 2.7 万手，多

头领军主力减持，火力分散，料今将受美糖提振小幅高开，若再上攻 5500 不成功则回撤时间窗口

将开启，周内短多宜设定 20 日线作保护性止盈，不跌破 5 日、10 日线联合支撑暂不追空。（新纪

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强麦早稻齐走强，低位多单持有】【强麦早稻齐走强，低位多单持有】【强麦早稻齐走强，低位多单持有】【强麦早稻齐走强，低位多单持有】

周三国内强麦期货小幅收阳，期价运行于均线族上方，MACD 两线横盘交织，市场量能萎缩，

短期期价仍将维持 2500-2550 元/吨区间震荡。早稻昨日大幅增仓放量，期价在 60 日线的支撑下

反弹收阳,KDJ 指标中位金叉向上运行。昨日江西瑞奇大举增加 1.35 万手多单，但其他多头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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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为主。目前基本面无利好，后续早稻期价是否继续展开反弹行情尚需进一步观察。美国农业

部公布的最新供需报告将全球结转库存预估由 1.77 亿吨下调至 1.76 亿吨，高于市场预估的 1.74

亿吨，隔夜美麦期货小幅收高。短期平稳的基本面难以支撑期价大幅上扬，强麦中长线多单继续

持有，短线 2500-2550 区间操作。早稻 60 日线支撑有效，中长线多单暂时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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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仓多单谨慎持有，重仓多单逢高减持轻仓多单谨慎持有，重仓多单逢高减持轻仓多单谨慎持有，重仓多单逢高减持轻仓多单谨慎持有，重仓多单逢高减持】】】】

周三夜晚德国宪法法院支持欧元区救助基金，但设定了严苛的条件，加上美联储政策决定公

布前不确定结果令市场不安，受此影响，伦铜周三小幅收跌。沪铜周三冲高回落，盘中创四个多

月以来的新高，但尾盘回落报收 58290 点。指标上看，常用均线族一致上行，期价连续 5 日报收

在均线族之上，MACD 指标红色能量柱拉长，KDJ 指标出现分化，技术面延续强势，资金面多空争

夺加剧，建议轻仓多单谨慎持有，重仓多单逢高减持以避风险。同时，主力一月一次的主力移仓

换月过程正在进行，建议关注主力更换情况，调整持仓。（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轻仓多单谨慎持有【沪锌：轻仓多单谨慎持有【沪锌：轻仓多单谨慎持有【沪锌：轻仓多单谨慎持有 关注风险事件】关注风险事件】关注风险事件】关注风险事件】

宏观因素继续主导锌市，伦锌周三冲高回落，盘中触及四个多月以来的新高，但德国宪法法

院宣布有条件支持欧元区救助基金后锌价回落至前两日收盘价附近。沪锌周三延续上涨再创新

高，技术面延续强势，建议轻仓多单谨慎持有，重仓多单逢高减持以避风险（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艳荣）

【螺纹钢：多空双方增仓对峙，【螺纹钢：多空双方增仓对峙，【螺纹钢：多空双方增仓对峙，【螺纹钢：多空双方增仓对峙，3500350035003500一线难见分晓】一线难见分晓】一线难见分晓】一线难见分晓】

周三螺纹主力 1301 合约早盘窄幅震荡，午盘再次冲击 3500 一线和 20 日均线，而后快速回

落，收出十字星小阳线；温总理讲话称将适时动用 1 万亿的财政收支余额稳增长，市场情绪有一

定程度回暖；钢市基本面而言，楼市方面依然不乐观，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多家银行已取消首套

房贷利率 8.5 折的优惠；但铁路基建再传利好，面对四季度铁路建设的压力，国务院近期明确表

态，要求有关部门配合铁道部落实建设资金，中央财政也将支持铁路建设，首批 260 亿财政拨款

已下发；现货方面，8 月粗钢日产环比减少，供给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市场情绪谨慎乐观，

预计短期内沪钢 3500 一线附近震荡的可能性大，建议短线多单继续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

甜甜）

【橡胶：短多注意防范系统风险】【橡胶：短多注意防范系统风险】【橡胶：短多注意防范系统风险】【橡胶：短多注意防范系统风险】

周三德国宪法法院有条件放行欧洲稳定机制，但由于美联储即将公布政策决定，谨慎情绪致

使获利了结势力的涌现，工业品期价普遍冲高回落。德国智库 RWI 9 月 12 日下调 2012 年及 2013

年德国经济增速预期，西班牙首相重申仍在研究申请欧盟援助的条件，这或重燃投资人对欧债忧

虑，但意大利传出利好，其拍卖 1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 2012 年 3 月以来最低。综合分析，美联储

政策决定公布在即，消息面好坏不一，建议投资者短线多单可适当减持，以防范系统风险。（新纪

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原油库存承压】【塑料：原油库存承压】【塑料：原油库存承压】【塑料：原油库存承压】

周三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决确认欧元区救助基金的合法性，加之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班加西遇袭

身亡使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忧虑加重，使油价在美国库存数据公布前上扬，但原油库存增加，使油

价涨幅受限。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原油库存增加 199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

减少 260 万桶。此外，国际能源署(IEA)9 月 12 日公布月报称，未来 18 个月全球石油需求可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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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平淡，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供应水平将持续相当令人满意。IEA 维持 2012、2013 年原油需求增长

预期 80 万桶/日不变，但调降 2012 年非 OPEC 石油供给预估。综合分析，短期投资人继续押注美

联储(FED)周四(9 月 13 日)再推刺激举措，但 QE3 能否推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建议投资者短线

多单可适当减持。（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焦炭：现货报价不变【焦炭：现货报价不变【焦炭：现货报价不变【焦炭：现货报价不变 多单设好止盈】多单设好止盈】多单设好止盈】多单设好止盈】

焦炭现货报价维持不变，达沃斯论坛中温家宝总理提出经济要坚持稳定增长的态度，对基础

建设等方面将起来强劲的支撑。昨日焦炭主力合约再触涨停，尽管未能封住，但已经对上一日中

继十字星做出确认，持仓量和成交量也支持盘面进一步上行，操作上仍然前期建议进场的多单设

置好止盈点，务必保住盈利。（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赵奔）

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

【股指期货：可能继续震荡】【股指期货：可能继续震荡】【股指期货：可能继续震荡】【股指期货：可能继续震荡】

股指期货继续以震荡来消化前期上涨过猛造成的压力。移仓换月在继续进行，空方仍无心在

本月合约继续做空，外围市场上涨也使 A 股调整受到限制，市场仍可能会震荡以时间换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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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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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 压力： 4980

中长建议： 20日趋势均线附近形成支撑，多单增持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4200 压力： 4310
中长建议： 短期冲高需减持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9950 压力 10100

中长建议： 高位震荡多单择机吸筹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5310 压力： 5585

中长建议：
日线周期反弹速率放缓，不突破60日线不具备反转条件，空单于5500之下轻仓

持有。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日内预测： 低开震荡 支撑： 2332 压力： 2379

中长建议：
60日均线重要支撑位失守，日线周期反弹排列遭破坏，回撤将深化，多单注意

保护盈利。

强麦强麦强麦强麦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强 支撑： 2520 压力： 2555

中长建议： 低位多单持有。

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修复 支撑： 2760 压力： 2800

中长建议： 60日线支撑有效，中长线多单暂时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铜铜铜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58000 压力： 59000

Cu1212 中长建议： 轻仓多单谨慎持有，重仓多单逢高减持以避风险

锌锌锌锌 日内预测： 平开震荡 支撑： 15000 压力： 16000

Zn1212 中长建议： 轻仓多单谨慎持有，重仓多单逢高减持以避风险

白银白银白银白银 日内预测： 高位调整 支撑： 7100 压力： 7250

中长建议： 短期高位调整，中线多单持有。

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3400 压力： 3500

1301合约 中长建议：
政策利好增多，市场对“金九银十”的预期增加，期价若站稳3500一线，

中长线空单逐步离场。

甲醇甲醇甲醇甲醇 日内预测： 震荡偏多 支撑： 2700 压力： 2760

1301合约 中长建议： 中长线多单可逐步入场。

焦炭焦炭焦炭焦炭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1430 压力：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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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建议： 多单注意止盈，未持仓者短线交投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23000 压力： 23700

中长建议： 多单谨慎持有

塑料塑料塑料塑料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10300 压力： 10500

中长建议： 多单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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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继续震荡 支撑：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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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