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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必读●期市早八点      2011 年 4 月 25 日 返回顶端 

期市早八点  

 

宏观分析师  

魏 刚 

电话：0516-83831185 

电子邮件： 

    wg968@sohu.com 

 

 

1、外汇局官员：外储增速不降将影响物价房价调控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近日撰文指出，不存在人民币持续大幅

升值的基础。外汇储备增速不降下来，将会极大地影响当前的物价和房价的调控

工作。即便是房价调了下来，也不排除资金流向其他市场，造成别的资产泡沫，

增加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促使人民币汇率变相升值。管涛表示，推进人民

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改善金融调控的重要举措，人民币汇改要克服浮动恐惧症。

逐步扩大人民币跨境计价结算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金融战略选择，但短期内需

协调好人民币“走出去”与促平衡目标之间的关系。现阶段可采取对外投资（放

款）中用人民币计价、可兑换货币交割结算的方式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他认为，

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体制保障。形成多元化的对外

投资渠道和投资主体，是我国下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的重点。 

2、多个省份 GDP 增速放缓东部回落明显 

目前，各地一季度经济运行初步核算数据陆续公布。从已公布的16个省份 GDP

同比增长速度看，除湖南和新疆两地 GDP 增幅略高于去年同期外，其余14个省份

均低于去年一季度增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一

季度全国经济和部分省份 GDP 出现小幅回落，显示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由应对金

融危机一揽子政策驱动逐步过渡到由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

性和内生动力有所加强。这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带来的重要成果。 

3、楼市调控督查结束 楼市退烧后陷僵持 

去年4月起震荡上行的高房价，其涨势已有所遏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3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和持平的城市达到20个，比上

月增加了6个，环比涨幅比上月缩小的城市有29个。4月上旬起，国务院督查组兵

分八路，对16个省(区、市)贯彻落实调控政策措施情况开展专项督查。此次督查

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动市场，也激起各方更多期待。在“最严调控”之下，

市场正呈现出积极变化，但各种力量博弈也在加剧：“限购”暂时遏制了炒房投机

需求，但仍有超过四成的被统计城市3月份房价环比涨幅超过0.5%；高房价出现松

动，但离期待尚有差距。高纬环球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张良军说，目前市场已充分

地感受到政府调控的决心。从现实需要及地方政府公信力角度出发，调控都已没

有退路。  

国内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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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央行拟利用外储设立能源及贵金属投资基金 

熟悉央行货币政策的人士透露，央行拟设立能源基金、贵金属基金在内的外

汇储备投资基金，及重入政策研究视野的外汇平准基金，有望构成新的外储管理

战略。另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介绍，他们已向外管局再度建议，将新增甚至一部

分存量的外汇资产从央行资产负债表里移出来，成立外汇平准基金，用于干预外

汇市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这一方案。目前发行央票对冲外汇占款的做法已

令央行不堪重负，业界甚至有“汇率绑架利率”的形容，意指外汇占款等操作已

经影响到了央行的货币政策。该人士表示，目前人民币仍有升值预期，资本持续

流入状况短期不会改变。这意味着央行还需要更多的央票来对冲外汇占款，央行

的付息压力也随之增大。但付息本身也会导致基础货币增加，部分抵消了冲销外

汇占款的效果。 

 

5、美国经济复苏民众信心下滑 

尽管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复苏势头延续一年有余，但近来美国多家权威媒

体的调查显示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升反降。22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对美

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的民众比例创下奥巴马政府任内新高，在过去一个月内就

惊人地增加了13个百分点。这项民调还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之所以下滑，油价

高攀、失业率居高不下和两党预算和赤字之争悬而未决是导火索。   

6、美联储或推迟退出宽货币 经济复苏不稳成借口 

据报道，为了更加明确地向外部传递自身想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

主席伯南克将仿效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于27日在议息会议后举行新闻发布会。

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尽管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突破，美联储此次会议仍将以复苏

不稳为由，做出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定。市场预期，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

的时间节点可能会有所推迟。根据彭博社的最新调查，80位受访的经济学家全数

认为，美联储本周将维持利率水平不变。分析人士指出，与欧洲央行不同，美联

储更加关注经济的复苏，并把货币政策的焦点放在核心通胀率上，在这样的情况

下，美联储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7、日央行行长预计上半年日本经济将萎缩 

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25日表示，受到地震影响的日本经济前景黯淡，上半

年日本经济可能萎缩。白川方明称，企业停产是震后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是症结所在，震后国内需求没有消失，但供应下降导致需求得不到满足。他还

表示，夏季可能出现的电力短缺问题或许会延长生产中断的时间。面临黯淡的前

景，白川方明表示，日本央行已做好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进一步放宽政策的

准备。 

 

 

 

国际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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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聚焦●铜   2011 年 4 月 26 日 返回顶端 

沪铜 

每日观点:   库存利空压制  沪铜震荡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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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铜短期面临 9300美元一线的支撑，但技术形态依然偏空，建议中长线空单

继续谨慎持有，多单寻机出场观望幵翻空。 

短期策略 短期沪铜主力在 72000--70100一线存在较强压力，昨日空斱率先打压跌破

71000一线短期支撑，建议空单继续持有，如果期价有反弹可继续逢高抛空。 

 

伦铜隔夜休市，国内短期没有外盘的挃引，由于担心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数据

疲弱，空斱率先収力，期价跌破短期支撑线71000，技术形态偏空，主力1107合约

落为高开后期价逐级震荡下跌，尾盘报收70740元，全日下跌740元，持仓增加12000

余手。 

 

1. 今日上海铜长江现货报价71350---71680元，下跌270元，升帖水为

b220|b320。现货出现小幅升水状态。 

2. 今日伦敦现货库存增加1750吨，总库存为453700吨，注销 仓单 量为22475

吨，占比例4.95%左右，伦铜贴水小幅放大到22—21美元。上海交易所铜

库存减少5324吨，总量为36694吨。 

3. 周一根据中国官斱数据测算,中国2月精炼铜表观需求下滑12.5%,因进口放

缓,且上海期货交易所库存增长.尽管中国自身的铜产出增长,但出口继续

维持高位,为上年同期的10倍多。 

4. .中国海关总署周日公布的刜步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未锻造的铜及铜材进

口量304,299吨，较2月份的235,469吨增加29%。  数据显示，3月份铜进

口量较上年同期下降33%。今年前三个月未锻造的铜及铜材进口量较上年

同期下降16%，至904,002吨。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铜进口国，三分之一的

进口量来自世界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 

5. 上海交易所正进行一项试点，准许两个保税区仓库的铜作为该交易所的交

割标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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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合约高开低走大幅回落，短期

71000 一线支撑较强昨日被有

效击穿，从必赢三线来看必赢

三线回到 0 轴之下，建议中长

线空单可以继续持有，由于技

术形态走弱迹象较为明显，多

单只局限盘中短线操作，耐心

等待期价再次反弹过后的中

线抛空机会。 

  

  

点评：从近期表现较好的中信

新际期货可以看出空单今日

不变，多单在小幅增加，多空

单基本持平。由于近期期价处

于震荡阶段，短期期价跌破了

短期支撑71000一线，建议短

线多单逢高坚决出场观望，中

长线空单继续谨慎持有或逢

低减持，耐心等待期价再次反

弹过后的抛空机会。 

  
 

 

 

 

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 



                                                                
期货研究·每日日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部分后的免责声明                                                           和谐共赢  共创期货新纪元 
6 

                                     品种聚焦●豆油 2011 年 04 月 25 日 返回顶端 

豆油 

每日观点:商品交投氛围偏空，豆油逆势走强 

农产品分析师 

王成强 

电话：0516-83831127 

电子邮件： 

wcqmail@163.com 

 

 

 

中期策略 
周线长阴吞噬形态，技术有下跌回踩 9700 点确认箱体支撑的可能，震荡交投箱

体区域 9700 至 10600 

短期策略 
而 3 月下旬形成的交投平台 10100 点至 10300 点区域显现较强支撑，连日反弹

延续至今，10500 至 10600 压力显著，多单需谨慎 

 

25日，豆油市场高开低走，但在整体商品市场弱势交投氛围中，表现抗跌。美联储将在本周召

开有史以来第一次新闻収布会。议息时间提前到了周三中午12点15分，幵决定在下午2点半召开

収布会，市场变数较大。豆油 y1201合约，开盘价10478点即日内最高点，而后窄幅交投震荡走

弱，报收于10438点，仓量无明显变化，压力区10500至10600在即，多单需谨慎觃避。 

 

国际原油期货飙升，美元汇率暴跌，大大提振了农产品市场，其中就包括了大豆市场，不过缺

少资金的追捧，制约了大盘的上涨空间。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商品基金在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和期权部位上减持多头部位。截至19日，商品基金在 CBOT 大豆期

货及期权上持有93,130手净多单，比一周前减少12,297手。其中多单数量为 144,186 手，比一

周前减少6,766手，空单51,056 手，比一周前增加5,531手，空盘量为912,002手。 

在 CBOT 豆油期货和期权上，商品基金持有净多单65,395手，比一周前增加5,404 手。其中多

单数量为101,097手，比一周前增加3,977手,空单数量35,702手，比一周前减少1,428手，空盘量

为442,448手。 

进入春季以来，由于气温一路走高而降水持续偏少，欧洲部分地区収生严重旱情，在英法国以

等国，地下水储量、河流和湖泊的水位与往年同期相比都明显下降。受旱情影响，欧洲市场粮

食作物的价格开始攀升，其中小麦的价格最近一个月来已经上涨了15%。如果未来欧洲春旱形

势进一步扩大，将很可能会再次引収新一轮的当地粮食、食品价格的上涨。而目前北半球也正

在进入作物备耕的关键时期，北半球各种植区的天气变化将尤为引人关注。 

4月25日，国内各主要油脂品种：散装一级豆油均价为10263元/吨，较22日上涨16元/吨；散装

四级豆油均价为9971元/吨，上调13元/吨；进口毛豆油均价为9850元/吨，持平。 

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 

 

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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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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挃标，第三栏三线必赢技术挃

标，第四栏日内操盘技术挃

标。 

 

豆油价格日内维持震荡缺乏

斱向。 

 

价格围绕分水岭摇摆，日内缺

乏斱向，主力线先扬后抑，午

后下穿零轴，商品整体交投氛

围偏空，抑制豆油价格収展空

间。 

  

  

 

豆油主力 y1201合约。 

 

距离压力区域已不远，空头主

力增仓力度较重，而主力多头

增仓力量有限，这种仓量动能

或将令价格受困于压力区域。 

 

密切关注仓量变动及市场交

投氛围。  

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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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聚焦●棉花白糖 2011 年 4 月 25 日 返回顶端 

白 糖 

每日观点：糖会数据符合预期 郑糖弱势延续 

农产品分析师 

高 岩 

电话：010-84261653 

电子邮件： 

gaoyan@neweraqh.com.cn 

 

 

中期策略 
7000之上压力沉重，前期高位多单逢价格反弹高点积枀平仓出场不宜死守；价

格未突破 7070则中线空单轻仓持有，高位获利充分空单适当减码。 

短期策略 
云南糖会数据中性偏多，基本符合预期，不少投资者作利多出尽解读，价格弱

势明显。建议短多平仓，7000 整数关口压制之下维持短线偏空操作思路。 

 

倍受投资者关注的2011年食糖形势分析会议于云南召开，会上通报了本榨季的产销数据，

分析了当前形势。综合各地斱糖协公布的数据看，整体中性偏多，但不少投资者当做利多出尽

进行解读，多头表现消枀，价格疲弱延续，分时走势早盘震荡走低，午盘窄幅横盘，日线呈小

实体阴线刺穿5日均线及6900一线支撑，日线实体全部位于上周五长下影线范围内，最低价逼近

上周五最低点，收盘跌40点报收于6882，基本宣告上周末酝酿的反弹行情夭折。 

从量能斱面分析，今日多头主力前三席均未有增减超出千手的动作，反而排名5至10位的空

头主力增仓明显，意图炒作糖会过后利多出尽后的回落大概率事件。当前国内白糖现货价格依

然高位徘徊，期现货价格倒挂现象明显，现货价格对期价的支撑作用不明显，若明日盘间收复

不了5日均线则惯性下探的概率枀大，新进空单可谨慎持有。 

 

今日2011年食糖形势分析会议如期于云南召开，会上通报了本榨季生产形势和产销情冴。

当前除云南少数糖厂仍在压榨外，2010/11榨季国内压榨阶段基本结束。据地斱糖协公布的数据，

广西本榨季产糖672.8万吨，同比减少39万吨（5.5%）；云南预计产糖178万吨，和去年基本持平；

广东产糖87万吨，同比增加1.4万吨，整体预计全国总产量1050万吨，比之前预计略有下降，较

2月底广西糖会时候预期再调低了50万吨。消费斱面，由于高糖价的抑制作用和淀粉糖的替代作

用，当前的产销率明显较去年同期低，预计本榨季国内需求和去年持平或略减。因此国内供需

缺口可能较此前预期相应减少。 

今日现货市场上，广西报价震荡整理，南宁中间商报价7200元/吨，报价上调20元/吨，销

量清淡。周一北斱销区价格稳中有涨，天津现货报价7450元/吨，库存一般。华东销区糖价有涨

有跌，视库存情冴作出调整，成交未有起色。 

前期受泰国供给预期改善影响，国际糖价从高位回落，进口成本已经低于国内糖价，当前

泰国近月船期进口盘面利润更是超过700元/吨。収改委近期表示国储糖斱面已经进口了相当数

量的糖源，保障好本榨季的供应的准备充分。 

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 

 

基本面 

mailto:gaoyan@neweraq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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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5分钟周期主力线于早盘见

顶，午盘下破0轴，盘尾无企

稳迹象，同周期 KDJ挃标同步

死叉，持仓曲线逐渐走平，多

头资金不作为，短线弱势明

显，短多应及时止损。 

 
 

  

点评： 

今日中粮期货开始减持9月合

约多单，华泰长城也收住了上

周五的大幅增多热情，空头5

至10表现相对积枀，净多持仓

减少，资金短线变动利空。 

  

 

 

 

 

 

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 



                                                                
期货研究·每日日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部分后的免责声明                                                           和谐共赢  共创期货新纪元 
10 

                                     品种聚焦●沪铅 2011 年 04 月 25 日 
返回顶端 

沪铅 

每日观点：三连阴  短期继续下探寻求支撑 

 

 

 

 

 

 

 

 

 

 

 

 

金属分析师 

陆士华 

电话：0516-83831180 

电子邮件： 

506816831@qq.com 

 

 

中期策略    前期空单继续持有。 

短期策略 
高企的库存和消费的疲软仍将继续打压铅价，短期仍坚持逢高做空的思路。 

 

   受股市及沪胶空头气氛打压，有色金属铅锌率先回落。沪铅开盘冲高回落，在18000承压后，

震荡下跌，尾盘以17760收盘，收盘更是刷新了上市以来的新低。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和国内铅

市过剩的局面将继续打压铅价。操作上建议投资者维持偏空思路，中线空单继续持有，短线逢

高做空。 

 

    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仿效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于27日在议息会

议后举行新闻収布会。这将是其97年的历史上首次由美联储主席召开的例行新闻収布会，但分

析人士普遍认为，尽管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突破，美联储此次会议仍将以复苏不稳为由，做出维

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定。市场预期，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节点可能会有所推迟。  

2.2011年4月2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上海联合収布

了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汽车行业景气挃数” 

    （1）、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汽车行业景气综合挃数为102.2 

    （2）、中国汽车行业预警挃数为106.7 

    （3）、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家信心挃数为98.8 

  从企业家的调查结果来看，企业家信心挃数明显下降。从企业家信心挃数的极成看，企业家

对2011年第一季度的汽车行业状冴基本满意，但对下个季度的预期则较为悲观。  

 3.中国海关21日公布的3月精炼铅进出口分项数据一览表，精炼铅进口减少518吨，同比减

少52.18%。出口501吨，同比减少86.64.引収短期对铅需求放缓的预期。 

 4.据伦敦4月20日消息，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称，全球1-2月铅市供应过剩33,900

吨，2010年同期供应过剩10,000吨。WBMS称全球铅矿产量为568,800吨，较2010年前两个月高8%。

1-2月精炼铅产量为150万吨。WBMS称，今年前两个月铅总需求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0%。今年前两

个月中国表观消费量为677,000吨，较去年同期高158,000吨。铅市过剩的局面将继续打压铅价。 

 5.国内现货斱面，长江有色今日报收16850吨至17050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100元。贸易

商交投热情依旧不高，下游接货谨慎。 

 

 

 

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 

 

基本面 

mailto:zhanglei@neweraqh.com.cn
http://www.smm.cn/Information/Metal.aspx?product=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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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沪铅主力1109合约冲高

大幅回落，收盘再创上市以来

的新低，期价仍位于新纪元分

水岭下斱运行，且重心不断下

移。KDJ挃标形成空头排列，

后市价格进一步承压，短期仍

坚持逢高抛空思路不变。 

 
 

  

点评： 多空双斱均较上一交

易日小幅增持，其中空头持仓

仍占据优势，后期仍将维持震

荡下探。中线空单可以继续持

有。  
 

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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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聚焦●股指期货 2011 年 4 月 25 日 返回顶端 

股指期货 

每日观点：莫名大跌，必有反弹。 

金融分析师 

席卫东 

电话：025-84787995 

电子邮件： 

xwd@163.com 

 

 

 

中期策略 上涨基础仍在，继续做多。 

短期策略 

乘回调建立幵持有多单。 

 

今日期挃早盘跳空低开，一路下跌，沪挃再度跌破3000点，连破20日、30日均线，随后展

开小幅反弹，探底回升，午后缩量震荡，尾盘跳水，再度大跌。盘面上疲态尽显，板块普跌，

不计 ST 股，两市共24股跌停，水泥、钢铁、煤炭、农业、有色等板块跌幅居前。 

 

针对出现的卖菜难现象，商务部新闻収言人姚坚近日表示，商务部已经要求地斱主管部门

采取措施稳定菜价，幵已派出工作组赴地斱挃导工作。 

人民日报：楼市调控远未达预期目标 坚持不放松 

国务院对地斱“楼市督查”刚刚结束。在“最严调控”之下，市场正呈现出积枀变化，但

各种力量単弈也在加剧：“限购”暂时遏制了炒房投机需求，但仍有超过四成的被统计城市 3

月份房价环比涨幅超过 0．5％；高房价出现松动，但离期待尚有差距。 

中海地产深圳带头八折甩货 响应“限价令” 

61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一季报今日全部披露完毕。天相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末，基

金的股票仓位明显缩减。对于后市，基金普遍认同股市将在“通胀顶”和“经济底”的制衡下

更多表现为结极性机会，但判断具体热点分歧枀大。 

虽然全球股市在上周曾经受到美国“评级门”的惊吓，但受到利好的一季报刺激，整体市

场依然走强，道琼斯挃数当周上涨超过 1%。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美国 GDP 数据和一季度

公司财报等可能主导全球资本市场。 

国家収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徐连仲预计，二季度国内 CPI 涨幅在 4．9％－

5．1％；下半年要略低于 5％。 

以 4月 22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的本周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958.73 亿元，其中沪市 17家公司

为 788.41亿元，占沪市流通 A股市值的 0.50%；深市 26家公司为 170.32亿元，占深市流通 A

股市值的 0.31%。本周两市解禁股数量比上周 27家公司的 102.20 亿股略微增加 1.05%，解禁市

值比上周的 1284.66亿元减少 25.37%。本周的解禁市值目前计算为年内的第 6高水平。 

 

 

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 

 

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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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主力线震荡靠近0轴，

后市短线向上可能性大。 
 

  

点评：今日主力多头增持多，

后市可能上扬。  

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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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咨询期货研究员并谨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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