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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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统计局9月25日公布，加拿大7月零售销售月率上升0.7%，升幅远超市场预期。

2、美国经济谘商会9月25日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70.3，为2月以来最高，预期为63.0，前值修正为61.3，初值60.6。

3、9月25日公布的一份备受关注的调查报告显示，7月美国独栋房屋价格连续第六个月上涨，但改善幅度不及预期强劲。美国7月

S&P/CS 20座大城市季调后房价指数月率上升0.4%，预期上升0.9%。楼市崩盘六年之后，分析师认为已出现转机。标普分析师称，

房价数据证实了该行业“近期的乐观消息”。

4、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令人担忧之际，市场参与者愈发谨慎。本周关键事件包括：西班牙政府9月27日公布其结构性改革及预算计

划、9月28日的西班牙银行压力测试结果、月底前穆迪公布对西班牙最新主权评级。穆迪可能下调西班牙评级至垃圾级。本周末

前，希腊将向欧元区官员提交预算削减计划。

5、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系统(SWIFT)9月2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1日-8月31日，全球人民币付款增加15.6%，其他货币付款平均

减少0.9%，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排名连续第二个月晋升一位。这凸现了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贸易结算和证券结算中人

民币的地位正稳步上升。

6、本日重点关注：德国9月CPI初值年率；美国8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美国9月22日当周EIA原油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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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季节跌势，超跌反弹不追多】

美豆收割率 22%，远高于五年均值 8%，收割加速助力季节抛压；9 月末期即本周五，季度库

存报告发布在即，预期截至 9月 1日的大豆季度库存 1.31 亿蒲，与 USDA 上月 1.30 亿蒲预估基本

持平；料对市场难形成有力提振。隔夜，美豆从超跌中虚弱反弹，量能萎缩，期价 1600 点处暂获

支撑，尚未突破 5 日均线；美粕涨 0.72%，美豆油跌 1.35%。国内方面，连豆 4800 点处承接踊

跃，非转基因概念及现货供应紧俏及价格持坚等因素支撑下，投机资金参与热情高涨，近日增仓

放量逆市拉升，领涨商品市场，5000 关口将显重压；相映成趣的是，棕榈油库存压力沉重，破位

之势领衔下跌，豆油七连阴期价掉落至 7 月末的价格水平，因短期有超跌之嫌，存在反弹诉求，

粕市勉力反弹突破 4000 关口，但大势已定反弹空间受限。操作上，两节假日前仅剩三个交易日，

风险控制宜放在首位，近期盘中或将出现超跌反弹，仅宜短线对待，中期空头趋势不变。（新纪元

期货研究所 王成强 )

【棉花：观望等待企稳信号】

美棉连续回调，下破上升趋势线以及 60 日线，技术指标显示强劲的空头信号。郑棉主力

1301 合约周二在外盘影响下小幅低开于 19485 元/吨，日内窄幅震荡，在 60 日线处暂获支撑，报

收小阳线类十字星，有止跌意愿，但郑棉始终量能不足，技术指标 MACD 绿柱放大，KDJ 三线向下

发散，走势偏空。连续回调之后，郑棉短期考验 60 日线及 19400 附近的支撑，若支撑有效，则多

头可重新入场，跌破 60 日线，则有进一步回调的可能，短线宜观望等待企稳信号。（新纪元期货

研究所 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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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日内或将高开震荡走弱】

央行昨日天量逆回购并未有效提振多头热情，商品涨跌互现；郑糖 8 月底 5206 低点由支撑转

为短期重要阻力位，昨日期价在此压制之下弱势震荡，空头止盈盘与多头止损盘并发，午盘持仓

骤减；J 指标到达超卖低位，日线下影线超过实体长度二倍，跌势暂放缓；隔夜美糖反弹逼近 9

月 14 日前高，投资者开始警惕假日风险，郑糖若受提振高开也将缺乏上攻动能，减仓震荡回落概

率较大，5日线下谨慎持有短线空单。（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高岩）

【稻麦齐跌，短线多看少动为宜】

周二强麦早稻齐跌，强麦主力合约 WS1301 早盘小幅高开后震荡下行，一度考验 60 日线支

撑，随后期价略有反弹，昨日盘中多空主力继续减仓，市场量能萎缩。早稻期价延续跌势，短期

难言底。秋粮生产方面，9 月以来北方大部地区降水偏多，日照略偏少，不利于作物灌浆成熟和

收晒。其中西北地区、华北、黄淮大部作物成熟和收获高峰阶段将延迟，进度较常年和去年偏慢

3～7 天。北方冬麦区作物腾茬和冬小麦播种时间将延迟3～5 天，播种时间偏晚将增加冬小麦遭

受冻害的风险。2013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公布在即，重点关注资金动向。操作上强麦中线多单谨慎

持有，短线观望；早稻空单继续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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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震荡 轻持多单】

伦铜周二受美国公布强劲的经济数据提振小幅收涨，暂报 5日均线和 10 日均线交叉处。沪铜

周二窄幅波动，全天运行于 59000 之上，最高触及 10 日均线处回落，期价持续两日报收在 10 日

均线之下，5 日均线延续下行，MACD 指标红色能量柱连续四天缩短，KDJ 指标死叉后向下发散，

技术面逐步转弱，期价短期有望在 58500-61000 之间震荡，建议轻仓多单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

研究所 程艳荣）

【沪锌：延续震荡 谨慎持多】

周二夜晚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 9 月消费者信心跳升至七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受此提

振伦锌震荡走高，收盘重返 5 日均线之上，期价连续一周保持在 2000-2200 之间震荡，短期看震

荡将延续。沪锌周二弱势震荡，报收在 5日均线和 10 日均线之下，今日将在伦锌夜晚走高的提振

下上攻 5 日均线，建议轻仓多单谨慎持有，下破 15500 点多单出场观望。（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程

艳荣）

【螺纹钢：期价上行压力重重，节前或将窄幅震荡】

周二螺纹主力 1301 合约高开于 5 日、10 日均线上方，尾盘小幅跳水，但依然维稳 3500 一线

之上，收出阴线十字星线； 9月 25 日央行共进行了 2900 亿元逆回购，为单日史上最大规模，熨

平季末流动性；钢市基本面而言，中指院的最新数据显示，9 月的第三周虽近八成楼市成交均同

比上升，但涨幅趋缓；由于目前终端市场需求仍不见好转，多数厂商对后市整持谨慎态度，市场

成交并不乐观，加上双节临近，市场观望情绪渐浓，预计沪钢窄幅震荡的可能性大，建议短线多

单止盈离场，暂以观望为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尚甜甜）

【橡胶：逢低尝试性建多】

周二德拉基与默克尔的政治会晤并未取得进展，投资者对负债沉重的西班牙情势发展愈发谨

慎，同时股市冲高回落令市场乐观情绪降温。但 9 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高于预期，创 2 月

以来新高，伊朗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支撑油价。综合分析，今日外围市场疲软或致使沪胶期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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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但在全球量化宽松大背景下，跌幅或有限，加之前期已呈现出一定幅度的回调，建议激进者

可逢低尝试性建多。（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亮）

【塑料：多单继续谨慎持有】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讲话时表示，美国将“竭尽所能”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并指责伊朗

扶助维持叙利亚的独裁政权。因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巩固了地缘政治忧虑溢价，但对全球

经济增长的忧虑限制了油价升幅，且打压美国原油价格。美国石油协会(API)公布，美国最近一周

原油库存增加 33.5 万桶；汽油库存增加 11.2 万桶；精炼油库存减少 48.3 万桶。综合分析，短期

原油虽需求承压，但仍不乏支撑因素，建议投资者多单继续谨慎持有。（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甘宏

亮）

【焦炭：行业门槛提高 节前调整持仓】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发布使得焦炭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有利于淘汰目前的落

后产能以及企业间的重组合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未来行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势必在

未来长时间内对现货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助推作用。今日操作上建议以日内短线交易为主，区间

为 1425——1475，国内长假临近，投资者务必调整好持仓。（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赵奔）

【PTA：空单 5 日线下继续持有】

PTA 主力 1301 合约周二小幅增仓收阳，冲高上探 5 日均线后回落，收于 20 日线附近，技术

指标偏空不改。TA 短期技术面存在下修要求，而同时 TA 基本面的供给压力也给 TA 带来下行压

力。预计 TA 近期仍将弱势回调，目标位 7450。建议维持偏空思路，空单在 5 日均线之下谨慎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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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低开高走震荡反弹】

股指期货小幅震荡收低，市场消息依然利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逆回购和各类建设规划有助

于短期反弹出现。美股大跌也许会使 A 股低开，但低开高走的可能性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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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星期三

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大豆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4930 压力： 5000

中长建议： 超跌反抽不追多，逢高沽空

豆粕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3950 压力： 4060
中长建议： 4000点震荡争夺，逢高沽空

豆油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9450 压力 9650

中长建议： 逢高沽空

棉花 日内预测： 震荡回落 支撑： 19400 压力： 19600

中长建议： 观望等待企稳信号

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5080 压力： 5291

中长建议：
60日线压制下延续中线跌势，进口再度施压，破位下行，倾向于启动新的下跌

推动浪，空单持有。

玉米 日内预测： 缩量弱势震荡 支撑： 2331 压力： 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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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单止

盈。

强麦 日内预测： 弱势震荡 支撑： 2510 压力： 2550

中长建议： 中线多单谨慎持有，重点关注2013年小麦最低收购价公布情况。

早籼稻 日内预测： 震荡偏弱 支撑： 2650 压力： 2720

中长建议： 高位空单继续持有。

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工业品
铜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59000 压力： 62560

Cu1301 中长建议： 轻仓多单谨慎持有

锌 日内预测： 高开震荡 支撑： 15500 压力： 16215

Zn1301 中长建议： 谨慎持多

白银 日内预测： 高位回调 支撑： 7000 压力： 7200

中长建议： 期价下破7065一线支撑，则多单离场。

螺纹钢 日内预测： 震荡反弹 支撑： 3500 压力： 3600

1301合约 中长建议：
政策利好增多，“金九“已过，“银十”仍可期，3500之上中长线多单继续持

有。

甲醇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2760 压力： 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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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合约 中长建议： 目前处于季节性需求旺季，中长线多单仍可继续持有。

焦炭 日内预测： 震荡 支撑： 1425 压力： 1475

中长建议： 日内短线交易

橡胶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23000 压力： 23700

中长建议： 尝试建多

塑料 日内预测： 低开高走 支撑： 10500 压力： 10700

中长建议： 观望为主

PTA 日内预测： 低开偏空 支撑： 7450 压力： 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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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预测： 可能低开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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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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1-56282606 0571-5628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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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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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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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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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营业部

地址：无锡市南长区槐古豪庭 15 号 7楼（214000）

电话：0510 - 82827006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0516-83831105 83831109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neweraq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