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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必读●期市早八点 2011 年 2 月 22 日

期市早八点

宏观分析师宏观分析师宏观分析师宏观分析师

魏魏魏魏 刚刚刚刚

电话：0516-83831185

电子邮件：

wg968@sohu.com

1、中央政治局：防止今年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21日召开会议，对“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战略重点、重大举措等

进行了讨论研究。会议强调，2011年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我国

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极其复杂。我们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

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

预期的关系，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要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进

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推

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强

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银监会将实施新审慎监管框架 银行面临再融资压力

银监会发言人21日表示，银监会正在就利用资本充足率、拨备率、

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新工具，对商业银行实施新的审慎监管框架起

草指导性文件，并将于近期出台。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去年刚刚通过5400

亿元巨额外源融资，初步解决资本问题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这无疑意

味着新一轮的再融资压力。兴业银行资金运营中心研究报告表示，如果

资本充足率要求在未来三年不断提高，假定大型银行在现有水平提高

0.5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提高1.5个百分点，最终两者都提升至12.0%，

则即便维持目前的政策性利差格局，我国上市银行都不可能完全利用盈

利来内源式地完成资本补充。

3、7 天拆借利率飙升300 基点 本周资金面再现紧张局面

银行间拆借利率再度大幅攀升，2月21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出现

全线大涨：7天拆借利率升至6.0942%，较前一交易日大涨329.93个基点；

14天拆借利率升至6.9858%，大涨了290.83个基点；30天拆借利率升至

5.1250%，上涨83.36个基点，其余各期限拆借利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上涨。对于银行资金面再现紧张态势，招商银行债券分析师刘俊郁认为

其中原因为，一是上调存款准备金24日缴款，上周五央行宣布上调存款

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市场预计将冻结资金3500亿，银行缴款日期为

24日；二是23日将有230亿元中石化可转债发行，据某机构称石化转债

保险机构不能申购，故其预计“石化转债对资金面的影响将从此前的

5000亿元左右降低至4000亿元左右。”可见，两者总计7500亿的资金需

求成为本周资金紧张的理由。

国内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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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东局势动荡 全球股市及商品市场大幅波动

由于中东与北非动乱令市场担忧，尤其利比亚国内局势进一步升

级，投资者纷纷购置黄金寻求安全避险港，令黄金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

涨，并推升金价突破 1400 美元关口。伦敦现货黄金价格 21 日冲高至每

盎司 1407.60 美元，涨幅为 1.3%。利比亚是非洲第三大产油国，原油日

出口量达 110 万桶，并且主要供应欧洲地区。美国市场 21 日因总统日

休市。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报 105.74 美元，比前一个交易

日上涨 3.22 美元，创 2008 年 9 月以来最高收盘价。今日全球股市也随

之出现震荡回落的局面，亚太股市全线下挫，今日 A股沪指高开后震荡

下行，半日即跌 2.09%，港股半日跌 1.92%，日经指数下跌超 2%；欧洲

股市周一挫跌逾 1%。

5、国际粮价飙升29% 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从 2010 年 10 月到 2011 年 1 月，国际粮价

大幅上涨 15%，与一年前相比飙升 29%，已逼近 2008 年"粮食危机"时创

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当前，从亚洲到中东，再到拉丁美洲，国际粮价走

势正牵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数人敏感的神经。据世行最新统计，自

2010 年 6 月以来，国际粮价飙升在发展中国家导致多达 4400 万人陷入

贫困。从目前来看，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国际农产品市场金融化、发

展生物燃料争夺粮食资源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影响全球粮食主产区收成

等，是国际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6、穆迪将日本主权债务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22 日将日本“Aa2”主权债

务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发布公告称，促使其下调日本债务

评级前景的原因是，该机构越来越担心，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可

能还不足以实现政府削减赤字目标以及遏制债务持续增加的势头，日本

债务水平本就远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穆迪表示，鉴于日本庞大的储

蓄资产以及债务主要在国内持有，日本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在中、短期

内不会立即引发日本国债危机，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压力将持续加大。

7、日本长期失业者达 121 万人 创历史新高

据日本总务省 21 日公布的 2010 年平均劳动力调查统计数据显示，

在完全失业者中，失业时间达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为 121 万人，较前

年增加 26 万人，创下自 2002 年以来新高。据了解，2008 年秋季的金融

危机使较多外聘劳动者失去了工作，由于难以找到新工作，导致长期失

业者人数的增加。总务省分析称，失业者中超过半数男性希望成为正式

员工，由此表明企业对正式员工的需求并未充分恢复是导致劳动者长期

失业的原因。

国际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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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铜 2011 年 02 月 22 日

沪铜

每日观点：商品整体弱势显现 期价冲高回落

金属分析师

联系人：陆士华

电话：0516-83831180

电子邮件：

506816831@qq.com

中期策略 建议中长线多单出场观望，短期不宜继续追空，密切关注 74000--73500 一线的

支撑。

短期策略 短期沪铜受中国加息利空消息和库存不断增加的压制，多头上攻意愿不强，建

议多单逢高减持或出场观望，盘中可选择高点短线参与抛空。

今日沪铜低开震荡上冲后大幅回落，早盘受伦铜继续冲高回落的影响平开平走，期价在短

暂上冲后维持弱势震荡，由于周边市场较为疲弱，期价逐级震荡下行，下午在沪锌大幅走弱和

股市下跌的带动下期价出现大幅下跌走势，主力合约1105合约持仓减少3842手，短期看期价将

在73000--73500一线遇支撑出现一定幅度反弹的可能性较大，建议中长线多单坚决出场观望，

短线以抛空为主，密切关注73000--73500一线的支撑力度。

1.今日上海交易所的铜现货价格为72650-73450，现货升贴水为 c550\350，现货买盘并不

积极，交易者观望居多。

2.今天伦敦交易所库存增加275吨总库存为411750吨，上海交易所库存仓单减少2602吨，为

76927吨，总库存继续大幅增加。

3.中国1月废铜进口36万吨，12月为43万吨

4.中国1月未锻造铜及铜材进口364240吨，12月为344558吨

5.中国1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6% ， 中国1月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4.9%.

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铜市供应过剩2万吨，较2009年

41万吨的剩余量大大缩减。

2010年全球精炼铜产量增至1925万吨，较2009年提高3.2%。同期，中国精炼铜产量增

加46.4万吨，而智利精炼铜产量下滑5.5万吨至322万吨。 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在一份

声明中称，“2010年全球精炼铜消费量为1923万吨，2009年消费量合计为1824万吨。”

2010年全球矿山铜产量为1604万吨，较之前一年增加1.5%

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亦称，2010年全球原铝市场供应过剩55.8万吨，2009年为供应

过剩184万吨。

去年全球铅市供应短缺1.9万吨，2009年的供应缺口为7.9万吨；而全球锌市供应剩余

34.1万吨，高于2009年的24.8万吨。

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还表示，2010年全球镍市供应过剩3,000吨，低于之前年度的

3.66万吨，而2010年全球锡市出现了1.83万吨的供应缺口，之前一年锡市供应过剩1.02万吨

市场综述

投资策略

基本面

mailto:5068168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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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今日期铜主力 1105合

约低开高走然后大幅下跌，主

要受朦胧利空的影响，从必赢

三线来看，必赢三线冲高回落

到 0轴之下，建议短线空单逢

低减持，期价今日击破了

74000的短期支撑，建议多单

逢高出场，盘中少量参与抛

空。

点评：从近期表现较好的一德

期货可以看出空单和多单不

变，空方继续占据优势。短期

期价已经跌破74000一线的支

撑，短线多单可以逢高出场，

中长线多单出场观望。关注

73000--73500一线的支撑力

度，一旦支撑有效，空单可以

逢低减持，反弹过后可以继续

逢高抛空。

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

http://futures.hexun.com/2010-12-06/125999606.html
http://futures.hexun.com/2010-12-06/125999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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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天然橡胶 2011 年 02 月 22 日

天然橡胶

每日观点：冲高下挫 沪胶跌破40000

金属分析师金属分析师金属分析师金属分析师

陆士华陆士华陆士华陆士华

电话：0516-83831180

电子邮件：

506816831@qq.com

中期策略 多单继续观望

短期策略 短线空单逢低减持

1、中东持续局势不稳令全球市场不稳定因素突升，纽约油价创下两年来新高，黄金连续第

六个交易日上涨。今日全球股市也随之出现震荡回落的局面，亚太股市全线下挫。

2、泰国 USS3橡胶现货价格周二(2月22日)下滑至每公斤180.09-182.32泰铢，周一报

183.64-183.93泰铢，因 TOCOM 橡胶期货延续周一跌势，即使主产国泰国目前正处于越冬季节。

3、泰国橡胶协会一位官员周一表示:泰国2011年橡胶产出料为330万吨,高于2010年的300

万吨。

4、TOCOM 橡胶期货周二收低3.5%，日内跌幅一度高达5.1%，因价格近期上涨至纪录高位之

后投资者锁定获利并结清多头仓位。

今日橡胶主力 1105 合约小幅低开后迅速拉升，全天最高价 41150 点，但随即大幅跳水，

主力资金洗盘意图明显。最终收盘于 39700 点，较上个交易日下跌 795 点，跌幅 1.96%。全天

成交量大幅增加至 890908 手，日增仓 7922 手。

从日线形态看，头顶雏形渐渐形成，20 日均线已被突破。宏观面上，中东局势紧张，导致

油价大涨，亚太股市全线下挫，而美国道指连续上涨，上周资金流出新兴市场的报告逐渐被印

证。中长线看空，短线空单逢低减持。

基本面

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

mailto:cyr@neweraq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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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今日主力线在早盘延

续昨日向上趋势，但只上冲到

零轴上方低位，全天大部分时

间位于零轴下方运行，可见多

头势力疲软。分水岭大幅向

下，中长线看空趋势不变。

点评：最近表现较好的浙江大

地空仓减持223手，而多单大

幅增加2000多手。大地期货或

认为回调已到位。建议短线空

单逢低减持，中长线继续观望

待确认转势后再操作。

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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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螺纹钢 2011 年 2 月 22 日

螺纹钢

每日观点：多空双方争夺激烈 继续关注5000点重要关口

金属分析师金属分析师金属分析师金属分析师

程艳荣程艳荣程艳荣程艳荣

电话：0516-83831160

电子邮件：

cyr@neweraqh.com.cn

中期策略 基本面偏强格局未改，建议中长线多单继续谨慎持有。

短期策略 目前多空双方争夺较为激烈，建议继续密切关注5000点争夺情况，若再次失手

则建议短空操作，若能够站稳5000点则可偏多操作。

期钢22日探底回升，其主力1110合约早盘以5030点小幅高开后迅速向上拉升，最高触及到

5064点遇阻回落，一路震荡下滑，最低下探至4950点，之后震荡上行，收回部分跌幅，最终以0.12%

的跌幅报收于500点。成交量有所增加，全天成交666140手，增仓10038手至597838手。

现货市场方面，22日华北市场继续走高，华南市场小幅下行，华东市场高位松动，全国28

个主要地区的螺纹钢均价小幅上调至5071元/吨，目前库存压力较大，成交随工地开动的恢复，

慢慢好转，但量仍相对较小。

原材料方面，22日原料市场涨跌不一。进口矿价格整体小幅下跌，天津港63%印粉报价平稳，

目前市场报价为1380元/吨；国内矿价格平稳，唐山66％铁精粉湿基不含税报价1150元/吨；国

内焦炭市场价格平稳，上海二级冶金焦2150元/吨；国内钢坯市场价格稳中有涨，；海运费报价

小幅走低。

1. 继武钢和宝钢之后， “鞍钢、本钢”均于22日陆续出台2011年3月份钢材价格。鞍钢

出台的2011年3月份产品价格政策显示，所有产品价格在2月份产品价格基础上上调

250-350元/吨不等，其中热轧板卷上调350元/吨，冷轧板卷上调260元/吨，中板上调

350元/吨；本钢出台的2011年3月份产品价格政策显示，所有产品价格在2月份产品价

格基础上上调100-300元/吨不等，其中热轧板卷上调300元/吨，冷轧板卷上调220元/

吨。

2. 国际钢铁协会(worldsteel)的统计数据表明，1月份全球64个主要产钢国和地区粗钢产

量为1.194亿吨，同比增长5.3%，环比增长2.8%。

3. 国际钢协预计1月份中国大陆粗钢产量为5280万吨，同比增长0.5％，环比增长2.5％。

扣除中国后，1月份全球粗钢产量为6660万吨，同比增长9.5%，环比增长3％。1月份全

球钢厂的整体开工率为75.6%，较去年12月份增长约2.3个百分点，较去年1月份下降0.4

个百分点。1月份全球粗钢日均产量为385.2万吨，同比增长5.3%，环比增长2.8％。2

月份全球大部分钢材市场保持涨势，大多数国家的钢厂开工率继续提高，预计2月份全

球粗钢日均产量将继续增长。

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市场综述市场综述市场综述

基本面基本面基本面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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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从持仓排名前20位的总计持

仓情况来看，22日1110合约多

空大户均大幅增加，但空头增

仓力度略大于多头，基本面偏

强格局未改，中长线多单轻仓

持有，重仓减持。短线来看，

目前多空双方争夺较为激烈，

建议继续密切关注5000点争

夺情况，若再次失手则建议短

空操作，若能够站稳5000点则

可偏多操作。

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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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豆油 2011 年 02 月 22 日

豆油

每日观点：探底回升，豆油止跌反弹

农产品分析师农产品分析师农产品分析师农产品分析师

王成强王成强王成强王成强

电话：0516-83831127

电子邮件：

wcqmail@163.com

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
2月中旬至 3月两会期间，油脂震荡有望转强，中期多单逢低入多

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
回调基本到位，背靠 60日线迎来反弹，短期震荡偏强操作

2月17日，受隔夜原油暴涨影响，连盘豆油大幅高开于10450点；但盘间发生系统性下挫行情，

特别是锌、塑料等盘间瞬间一度下跌5%，豆油亦受牵连，最低止于10300点，成交58万手，持

仓40万手，减仓8千手。技术而言，60日均线附近连收十字或类十字星线，短期企稳回升概率极

大。

多国政局混乱，并传利比亚动荡引发石油供应危机，22日原油期货大幅飙升；这对油脂市

场价格提振作用明显，粕、豆价格重心亦纷纷上扬。

22日国家临时存储大豆拍卖成交率2.04%，成交均价3960元/吨，与上次（1月25日）基本持平，

对大连盘面大豆走势影响较小。部分成交说明市场对国产大豆仍具有一定信心。

日前市场有消息说，中国进口大豆和大豆油的关税将下调，其中大豆进口关税税率将由3%调整

到1%，豆油进口关税税率由9%调整到5%。受该消息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大连商品交易所18

日前后大豆、豆油等期货出现下跌行情。一位业內人士透露，有关部门提出了调整大豆和大豆

油关税的建议，但是主管部门沒有同意，估计大豆关稅下调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节后油脂市场需求清淡，成交不甚不理想，油厂库存开始逐渐积聚。短期国内豆油现货价格料

维持震荡偏弱走势，其他油脂市场亦缺乏利好消息指引，现货交易氛围清淡，整体维持弱势格

局，淡季及国家调控抑制物价是其中重要因素。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周末闭幕，会议声明，同意就抑制大宗商品价格过度波动问题加强

协调，特别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投资，切实保证粮食安全。

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市场综述市场综述市场综述

基本面基本面基本面基本面



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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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右图显示的是，投资家软件，

第一栏豆油近两日的 5分钟 K

线图谱，第二栏潮起潮落技术

指标，第三栏三线必赢技术指

标，第四栏日内操盘技术指

标。

价格宽幅震荡先抑后扬。主力

线早盘零轴下方进一步下行，

而午后有上扬态势，助推午后

豆油转强。

主力多头力量减仓了了，部分

空头主力头寸出现调整，增减

不一，整体略显减少。

技术反弹要求强烈，主力多头

头寸持仓态度坚定。但两会前

物价因素敏感，油脂万点上方

或呈高位震荡态势。

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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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棉花白糖 2011 年 2 月 22 日

白糖

每日观点：消息集中 抛储之前或有反弹

农产品分析师农产品分析师农产品分析师农产品分析师

高高高高 岩岩岩岩

电话：010-84261653

电子邮件：

gaoyan@neweraqh.com.cn

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
若近几个交易日价格守不住 40 日均线则获利多单应果断平仓兑现盈利；7315

之上建立的中线空单谨慎持有，暂不大量加码。

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
近期基本面影响消息较集中，7250 附近价格或有反复的可能，短期内应密切关

注明日广西糖会公布的消息及数据对盘面的冲击而进行操作，近日盘面波动将

趋复杂，短多少留隔夜仓位。

昨日美国总统日 ICE休市一天，在无外盘影响的情况下郑糖开盘延续昨日的反弹情绪小幅

高开，但上方5日均线的压制明显，沪指逼近2940关键技术压力位收穿头破脚阴线，对大宗商品

的市场情绪起到了拖累作用，郑糖日内反弹夭折，早盘大幅回落，午盘在40日均线附近纠结报

收；基本面炒作因素增多，1109合约增仓2万余手，多头前20名增仓1万3千余手，炒作热情开始

升温，有酝酿技术反弹的迹象。

即将步入3、4月份消费淡季构成基本面的实质性利空消息，目前投资者关注的利多消息主

要是减产幅度问题，此方面暂无权威机构发布消息进行落实，明日的广西糖会将涉及此方面，

密切关注数据发布后对盘面的指引作用。

最近食糖消息面再起波澜，出了投资者关注已久、将于明日召开的广西食糖交易会之外，

昨日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委联合发布了2010/11榨季第四批国储糖竞卖公告，决定

于2月28日投放第四批国家储备糖，数量15万吨，竞卖底价为4000元/吨（仓库提货价）。国家储

备糖投放通过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电子网络系统公开竞卖，竞卖标的单位为300吨，竞买主体

限于食品加工企业。竞卖基本事项与前几批无异，数量比预期略减，预计成交均价有再创新高

的可能，短期内对平抑现货价格有一定作用。

国外也不平静，欧盟委员会将于周四投票表决是否实施一项新的糖减税进口配额计划，以

缓解欧盟市场供应不足的局面。糖业管理委员会或将批准实施原糖及白糖进口配额计划，进口

量及最低关税将基于进口商的招标报价来设定。

今日柳州批发市场早盘呈现震荡整理的走势，受此影响，主产区各地的现货报价大体持稳，

制糖集团顺价销售，各地成交一般。具体情况如下：柳州中间商报价7220-7230元/吨，成交一

般。南宁中间商今日报价7230-7250元/吨，成交一般。

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市场综述市场综述市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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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短线多空主力在目前价位互

不想让，主力线在0轴平衡位

置“下穿上穿再下穿”，盘尾

再上行向0轴靠近，站在了散

户持仓线之上，显示目前回调

渐趋缓，酝酿反弹。

点评：

多头前20席增仓1万3千余手，

多头前五及一德、倍特增持力

度在近几个交易日罕见，主力

多头持仓线明显上扬，具备支

撑日线级别反弹的动能要求。

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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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股指期货 2011 年 2 月 22 日

股指期货

每日观点：大幅下跌，修复后仍有上涨动力。

金融分析师金融分析师金融分析师金融分析师

席卫东席卫东席卫东席卫东

电话：025-84787995

电子邮件：

xwd@163.com

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 上涨基础仍在，继续做多。

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
乘回调建立并持有多单。

期指今日早盘承接昨日尾市拉升态势双双小幅高开，后呈现高开放量下跌走势，下跌中量能

不断放大，受外围局势及周边股市下跌影响，期指10点半后放量跳水下行，在权重股大幅杀跌

影响下，前期热点板块纷纷回吐，午后开盘，股指调整需求明显，盘中抛压较大，沪指继续震

荡走低，跌幅扩大至76点，全天收出一根实体大阴线。

按照“新国八条”要求，各地要在 2月中旬之前出台住房限购实施细则。截至目前，已有北

京、上海等 14个城市出台了“限购令”细则。除济南外，外地人在本地新购住房均与户籍挂钩。

中东与北非局势恶化 原油期货大涨 6%。政治局：坚持稳健货币政策 保持物价稳定。受

中东局势与日本评级被下调拖累 全球股市急跌。

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市场综述市场综述市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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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点点评：主力线向下，后市面临

压力。

点点点点评：：：：今日多空单均大幅减

少，主力多空头减少基本一

致，后市可能震荡。

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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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股指期货 2011 年 2 月 22 日

股指期货

每日观点：亚太股指全线下跌，股指跌幅2.95%

金融分析师金融分析师金融分析师金融分析师

张雷张雷张雷张雷

电话：0516-83831165

电子邮件：

zhanglei@neweraqh.com.cn

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
货币政策明朗，市场收紧。为防患通胀预期成为现实，调控政策还

将出台。十二五规划伊始，短期难以有效提振 A 股，但年初资金量

较为充足，中期内市场将在大区间内震荡。

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
调控政策对市场依然有压制作用，但 Shibor 短期利率回升，中石化

可转债发行和准备金上缴紧缩了市场资金，但下方有较强支撑，多

头热情较大，短期期指还将震荡。

受欧洲股市周一大幅下跌的影响，亚太主要股市今日全线下跌。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103

今日高开低走，击穿5、60和10日均线，收出长阴，日内96.6点，跌幅达2.95%。回撤至上周一

上涨阳线的中部。市场成交量放大，显示出多头上冲的信心还不太足。

沪深300指数也是震荡走跌的形式收盘。11月份震荡箱体的高点3282.8还没有冲击多头就溃

败下来。成交量较前两日有所放大，下探势头还没有完全止住。短期市场还会继续震荡调整，

考验60日均线的支撑。

从资金的流向来看，沪深 A股共成交3363.55亿元，沪市 A 股成交1910.60亿元，深市 A股(包

含中小企业板)成交1328.46亿元，创业板成交124.49亿元，A股成交中，资金流入性成交1470.78

亿元，资金流出性成交-1756.76亿元，不确定性成交136.01亿元，流入流出成交差额-285.98

亿元，占大盘全部成交8.31%。（和讯）

上海银行间隔夜拆放利率受到提准影响，1W、2W 和1M 等短周期利率继续回升，市场短期资

本充足率下降，股市受到负面影响较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21日召开会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保持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要保持物

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昨日明确了钢铁业“十二五”发展方向，高铁、城市轨交、节能环保汽

车和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成为了今后中国钢铁行业重点发展的目标，我国对铁矿石资源的占有

率也将大幅提升。

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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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点评：点评：点评：

从主力合约 IF1103的5分钟 K

线图来看，主力线再次回到零

轴以下，且没有走稳势头。明

日空头或还将继续发力。多头

还需要谨慎，等待反弹时机。

点点点点评：

右图为 IF1103合约的持仓排

名情况。

但 IF1103 合约来看，多空双

方均大笔减持。且手数相近。

市场偏空氛围依然较浓。

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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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实线 —— 股指期货价格和其对应理论价格之差，称为理论价差

虚线 —— 成本线，一个来回交易可能发生的手续费、冲击成本、拟合误差和资金占

用成本之和。

红点和黄点 —— 建仓机会

蓝点和绿点 —— 平仓机会

入场门限 —— 由于价差会在较高位置出现，特设定入场门限这个参数，当理论价差高于

成本线若干个点后，才进场交易。今日入场门限设为3333。

点评：点评：点评：点评：

右图一：IF1103合约套利理论

价差图

IF1103合约理论价差走势较

弱，日内多次出现点。最低有

14左右，相对于昨日的建立的

套利头寸，能有大概15个点左

右的净盈利。

右图二：IF1104合约套利理论

价差图

IF1104合约理论价差表现相

对比较合理。短期暂时以观察

为主。

近期价差走势较弱，入场门限

可以稍微设置的低一些。

期现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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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述由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撰写，研究报告中所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

本评述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我们已力求评述内容的客观、公正，但

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评述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交易依据，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本公司不

会承担因使用本评述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公司对于本免责声明条款具有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联系我们

� 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 总部

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东路153号

电话: 0516-83831107

� 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 北京东四十条营业部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68号平安发展大厦407室

电话：010-84261653

� 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 南京营业部

地址：南京市北门桥路10号04栋3楼

电话：025-84787997 84787998 84787999

� 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 广州营业部

地址：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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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纪元期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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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0516-838311050516-838311050516-838311050516-83831105 83831109838311098383110983831109


	期市早八点
	铜
	天然橡胶
	螺纹钢
	豆油
	棉花白糖
	股指期货
	股指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