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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必读●期市早八点 2011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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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货币双超目标 新年首周已投放6千亿

央行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12月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

4807亿元，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达7.95万亿元，超出年初制定的7.5万

亿元信贷规模4500亿元；截至2010年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9.7%，

也超出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分析人士认为，信贷规模和货币投放量均

超出去年年初设定的目标，凸显出今年收缩流动性任务依然艰巨。兴业

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相对于2009年，2010年信贷扩张的刚性

显著增强了。这意味着，2011年的信贷可能会具有较大惯性。正是这种

信贷惯性，让201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面临空前压力。平安证券固定收益

部研究主管石磊推测“1月第一周已有6000亿左右新增贷款放出，央行

数量型调控的压力依然较大。”

2、央行酝酿推出新货币流通量统计口径

由于直接融资逐年扩大，为了更好地执行宏观审慎政策，央行开始

酝酿推出一个新的货币流通量统计口径——“社会融资增速指标”。“社

会融资增速指标”包括了全部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信托等)对社

会实体经济的融资，经央行相关部门的测试表明该指标与 GDP 的拟合程

度较好。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与 M2 相比，“社会融资增速

指标”能更加全面地反映整个社会融资情况，从而在使用宏观政策调控

工具时考虑得更为全面。央行近期一直在酝酿信贷管理体制改革，意在

将信贷管理方式从行政管制向综合运用市场化调控手段转变。如果该项

举措得以实施，意味着央行可能不再设定信贷目标，而是根据各家银行

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动态拨备率、存贷比指标来指导信贷投放。

3、去年四季度外储增量创历史新高 国际资本青睐中国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8473亿

美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四季度新增外汇储备1990.35亿美元，创

下单季度外储新增量之最。同时，10月份新增外储达到1125.96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交行报告认为，FDI 保持稳定、贸易顺差恢复较快是外汇

储备多增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从近期外汇占款和代客结售汇的走势

也可以看出，国际资金流入的压力在显著加大，造成了外汇储备的增加。

4、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大涨88基点 再创汇改新高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 年 1 月 12 日银行间外汇市

国内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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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6128元，1欧元对人民币

8.585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7.939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040元，1英

镑对人民币10.3193元。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6216。周二欧美股市震荡走高，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在此背景下，国际汇市美元小幅回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延续升

势，大涨88基点，并改写汇改以来新高纪录。

5、央行发出收紧信号 一年央票逼近一年定存利率

1月11日，央行公开市场“破例”对14天回购品种进行了正回购操

作，回笼资金600亿元，创下去年5月以来正回购的天量。与此同时，一

年央行票据发行规模虽仍为10亿元，但是发行利率再升10个基点至

2.7221%，已距最新一年定存利率不到3个基点。同时，自去年第二次加

息后，一年央票的利率水平已经连续三周大幅上升，累计上涨幅度达到

37个基点，远远超过基准利率一次加息25个基点的幅度。周二公开市场

操作回笼量突然放大表明，尽管即将面临春节长假资金的需求，但是控

制流动性总阀门，避免资金泛滥，导致银行信贷过快增长仍是央行在一

季度重要任务。

6、欧债危机多米诺逼近葡萄牙 西班牙岌岌可危

持续一年多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新年伊始再掀波澜。外界普遍认

为，葡萄牙将成为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第三个寻求救助的欧元区国家。

虽然欧盟及葡萄牙政府都矢口否认媒体救助，但目前葡萄牙正面临债务

和融资双重压力。葡萄牙今年需要从金融市场上筹集200亿欧元，但按

照目前的利率水平借债，葡萄牙的财政将很难维系下去。本月12日葡萄

牙将发售今年的首笔国债，总额12.5亿欧元，市场反应如何也将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葡萄牙的选择。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南欧邻国之间存在紧密

的金融和经济联系。一旦葡萄牙倒下，市场将会把担忧的焦点转向西班

牙。西班牙是欧元区的第四大经济体，这个大块头倒下对于市场信心的

冲击预计会是灾难性的，届时引发的连锁反应将不是7500亿欧元可以控

制的。

7、诺奖得主称美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明显复苏

1月 12日，2010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戴尔•莫滕森在北京表示，

美国就业情况有一定缓解，但失业率还是在 9.5 到 10%之间。他认为真

正的症结是产品和服务需求尚未恢复。尽管采取了降低短期利率的做

法，但利率还会一如既往的高，借贷方也加强了一些相关要求和规定。

因此结合未来存在的诸多因素，美国经济难以在短期内复苏。

国际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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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铜 2011 年 01 月 11 日

沪铜

每日观点：高开上冲受阻 沪铜短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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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铜近期在 9300--9600 美元震荡，沪铜在 71000 上下震荡后今日出现上涨，

短期底部形态显现，建议中长线多单继续谨慎持有，70500 之下暂不宜抛空。

短期策略 短期沪铜在 71000 一线存在较强支撑，短期期价在 70500 向下空间有限，操作

上以短线买进为主，70500 之下不建议抛空。

今日沪铜受伦铜探底大幅回升的影响期价大幅高开，早盘开盘维持在71600上下的震荡，盘

中高位减仓较为积极，尾盘多单少量平仓，期价出现小幅下滑，尾盘主力合约1104合约尾盘报

收71360元，持仓大幅减少8000余手，全天成交136000手，呈现萎缩格局，技术形态短期继续看

好。

1. 今日上海铜长江现货报价70250--70550元，上涨800元，现货升帖水为 c300\c150。贴

水有所缩小，现货有进一步向升水方向转化的可能。

2. 今日伦敦现货库存增加1475余吨，总库存为378175吨，注销仓单继续维持在9%左右。

上海交易所铜库存减少300吨，为59781吨。

3. 中国海关总署周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12月进口未锻造的铜及铜材

344,558吨，较11月份的351,597吨下降2%，较2009年同期下降6.7%。数据显示，中国

2010年进口未锻造的铜及铜材总计429万吨，与2009年持平。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铜进口

国，中国铜供应的三分之一来自智利，该国为全球最大铜生产国。

4. 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3.9%，比去年

11月回落1.3个百分点。无独有偶，汇丰早先发布的去年12月 PMI数据也从11月的55.3%

回落至54.4%。笔者认为，去年12月 PMI指数之所以出现回落，主要是受到了近期货

币政策转向"稳健"、淘汰落后产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这是中国决策层主动调控的结

果。但鉴于目前 PMI数据仍然高于50%，反映出当前制造业仍处于扩张阶段，中国经

济的运行势头依然较为乐观。

5. 从现货月持仓仍然较高以及大户持仓报告看，外铜市场的逼仓行为还未结束，这为全

球铜价再次冲击历史记录提供支持。但在国内货币政策紧缩预期未消、年底资金回笼

结算、铜消费淡季等背景下，铜价继续大幅上行的理由并不充分，短期追涨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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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

合约高开冲高尾盘回落，短期

71000一线支撑较强，短期底

部形态显现，从投资家必赢三

线来看有向上的迹象，短期

70500之下空间有限，短期不

宜追空，中长线多单可继续谨

慎持有，盘中逢低买进。

点评：从近期表现较好的长城

伟业期货可以看出多单今日

多单小幅增加，空单在小幅减

少，多方继续占据优势。短期

将继续保持震荡向上，建议短

线多单操作为主，耐心等待期

价回调后的伺机加码买进机

会，仓重者短线可以逢高减

持，回调再进。

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

http://futures.hexun.com/2010-12-06/125999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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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天然橡胶 2011 年 01 月 12 日

天然橡胶

每日观点：调控高开 胶价再上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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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单继续持有

短期策略 逢低买进

1、TOCOM 橡胶期货周三收高2.1%，此前一度触及历史新高。TOCOM 基准6月橡胶合约收高9.2

日圆至每公斤449.1日圆，脱离每公斤450.2日圆的纪录高点。

2、泰国 USS3橡胶现货价格1月12日上涨，报每公斤151.85-152.23泰铢，因工厂节前备货。

中国预期在假期及2月底开始的低产出季节之前补充供应。

3、一些迹象显示，欧美经济增长正在加速，商品市场关注的重点从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转

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上来，中国轮胎企业不得不与国际轮胎巨头一起争夺东南亚有限的原料

供应，导致价格持续上升。

4、据新加坡1月11日消息，亚洲现货橡胶价格周二上涨，从 TOCOM 升势中寻获指引，TOCOM

在隔夜交投中一度刷新纪录高位。由于需求强劲，大型轮胎制造 企业的橡胶采购活动依然活跃，

尽管橡胶价格攀升。普利斯通买入泰国2月船期的 RSS3等级橡胶，每吨 FOB 价5,300美元。

5、美元/人民币后市进一步走低，因为投资者预计，未来几个交易日人民币将加快升值步

伐。该汇率报人民币6.6070元，前市报人民币6.6124元。

受隔夜外盘价格持续上涨及原油价格连续几日走高的影响，今日沪胶 1105 合约大幅高开并

越过 38000 的支撑位，随后小幅震荡上行，全天最高点 38560；午盘后空头发力，但当价格回

调到接近 38000 点时，多头再度将价格拉升，直至收盘，价格始终在 38200 上下波动。这也说

明，目前 38000 仍然是多空方争夺的一个分水岭。期价最终报收于 38280 元，较上个交易日上

涨 745 元，涨幅 1.98%。全天成交 577979 手，较昨日大幅减少约 13 万手，持仓也减少至 196168

手。

现货方面：昆明报价国标一级天胶 38200 元/吨，国标二级 36800 元/吨，泰国 RSS3#为 38500

元/吨。

基本面

投资策略

市场综述

mailto:cyr@neweraq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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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今日期价高开，全天价

格虽起伏较大，但主力线基本

上始终位于0轴之上。价格近

日仍将维持高位震荡为主。

点评：最近表现较好的浙江大

地空头持仓11228手，多头亦

有5000多手，暗示今日的上涨

未必是大趋势。市场传闻如加

息、人民币升值等，官方都尚

未有确凿消息，说明仍无大行

情。明日操作上仍然以短线为

主。

技术分析

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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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聚焦●螺纹钢 2011 年 1月 12 日

螺纹钢

每日观点：钢厂再现提价热潮 现价引领期价震荡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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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继续上涨，钢厂提高出厂价格，欧元区担忧暂时得到缓解，期钢或将震

荡上行，但节前资金关注度不够，或将制约上涨幅度，建议谨慎偏多操作。

短期策略 基本面依然向好，建议继续谨慎偏多操作。

期钢12日高开震荡，其主力1105合约早盘以4860跳空高开后瞬间下跌再拉起，触及全天最

高点4866点后震荡下跌，最低下探到4833点，下午盘又跟随股指反弹，最终以0.25%的涨幅报收

于4847点。全天成交223236手，增仓7918手至543014手，12日移仓速度有所放缓，1110合约金

增仓1234手，成交109852手。

现货市场方面，12日建筑市场稳中有涨，其中华北市场部分上调，华南市场趋于平稳，华

东市场继续走高，全国28个主要地区的螺纹钢均价上涨至4865元/吨，成交依然清淡。

原材料方面，12日原料市场报价较为平稳，进口矿价格平稳，市场成交依然没有起色，今

日天津港63%印粉1280元/吨；国内矿价格保持平稳，唐山66％铁精粉湿基不含税报价仍保持在

1090元/吨；钢坯价格部分地区小幅上涨，其中唐山荣信普碳方坯报价为4240元/吨；澳洲洪水

持续扰乱船运活动，BDI 续跌至21个月低位，受此影响，今天海运费价格随之下跌。

继宝钢昨日上调二月份出厂价格之后，武钢 12 日也上调了 2011 年 2 月份的出厂价格，幅

度在 50——300 元/吨，其中热轧普遍上调 200 元/吨；轧板方面，船板出厂价格上调 260 元/

吨，其他品种出厂价格上调 200 元/吨；冷轧普遍上调 100 元/吨。

麦格理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且资源短缺，预计 2011 年钢材价格将被推至

1000 美元/吨。 该机构还指出，由于巴西铁矿石和澳大利亚煤炭的出口淡季，今年 1季度钢材

价格将维持稳定。然而，全球季节性问题造成资源严重短缺，因此将拉动钢材价格进一步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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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yr@neweraq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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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从主力意图方面分析，5分钟

主力线盘中下穿零轴，潮起潮

落指标也即将运行之多头危

险区，但主力线并没有远离零

轴太远，而且基本面依然向

好，建议继续谨慎偏多操作。

点评：近期表现较好的南华期

货今日空单略有增加，多单增

加2000多手，但浙江永安期货

近期却一直在减少多单，目前

已经被排在多头十名以后，大

户意向出现分歧建议短线操

作为主。另外，近期1110合约

不断增仓放量，期钢主力有移

仓1110的迹象，建议投资者在

对1105合约进行操作的同时

密切关注1110合约上的投资

机会，并关注主力跨月移仓过

程中的套利机会。

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

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



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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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聚焦●豆油 2011 年 1月 12 日

豆油

每日观点：午后油脂市场风云突变领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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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迫近，消费旺季令豆类油脂价格显强，长期建多操作；南美天气及国内宏

观政策为后市关注要点。

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 跌破多单离场位 10500 点，需谨慎观望，静待美国 USDA 报告指引及 20 日均线

支撑

11日，外盘受报告前获利风险头寸离场拖累，农产品及油脂市场悉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美

豆油收在56.60点，跌幅0.91%。12日，连盘豆油早盘运行平稳，高开在10590点，并伴随相当程

度的增仓；午后风云突变，豆油主力合约开盘一刻钟内下跌164点，棕榈油主力合约一刻钟内下

跌200点，菜油主力合约一刻钟内下跌126点，油脂黯然转跌。

美国农业部报告北京时间夜间公布，市场风险规避之下，多头批量离场及空头头寸抛压施威，

诱发极端行情出现。令，据业内就流传，本周六央行要加息25个基点，同时四行与三行要上调

准备金0.5个百分点，为市场蒙上紧缩政策带来的系统性阴影。

美国 USDA 农产品报告在周三美东标准时间8：30发布，多元预期令市场存在较大变数，外围农

产品高位震荡激烈。

国家临时存储移库大豆竞价销售交易会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在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及其联网

市场(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成功举行。本次计划销售移库大豆 29.65 万吨（河北 11.82

万吨、山东 13.99 万吨、北京 1万吨、天津 9638 吨、陕西 1.87 万吨），全部流拍。

市场传闻，周末期间国家或将投放 50 万吨国储菜油，定向小包装加工企业（中粮、益海、中纺），

底价是 9000 元/吨。目前菜油现货价格相对滞涨滞跌，两湖及安徽、江苏等主流报价在

10000-10400 元/吨，贵州、四川等地主流价格在 10400-10600 元/吨。抛储将对菜油价格上行

带来压力。1 月 7 日国家竞价销售临储菜籽油 98334 吨，实际成交 90683 吨，成交率 92.22%,

成交均价 9682 元/吨。

哈尔滨地区豆油市场价格行情，宾西油厂一级豆油报价 10200 元/吨；三级豆油报价 10000 元/

吨。日照市场豆油报价情况，日照贸易商一级豆油报价 10300 元/吨、四级豆油报价 10110-10120

元/吨，价格较昨日略有上调。湖北武汉地区豆油报价：工厂价格，一级豆油 10700 元/吨，贸

易商价格，一级豆油 10550 元/吨。

气象专家 11 日周二称，阿根廷近期降雨并未惠及该国大豆种植带多数地区，拉尼娜气候引发的

干旱仍在威胁当地大豆作物，大豆已进入关键的作物结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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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早盘主力线上扬，支撑价

格走强，而午后价格跌落分水

岭，势头转空，主力线急转直

下并下穿零轴，势头转空。

散户线此刻仍在零轴上方高

位运行。

说明有主力资金在隔夜美农

业部供需报告公布之前，看淡

价格并减持风险头寸。

点评：

资金持仓显示，浙江永安大幅

减仓多头头寸六千余手，浙江

永安多头持仓下急速拐头向

下，而中粮资金同时做出相当

力量的空头头寸减持力度，并

小幅增持多头头寸。

高位豆油遭遇获利盘打压，并

且没有得到更多多头投机力

量的增持，是豆油价格瞬间飞

流直下在资金面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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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部分后的免责声明 和谐共赢和谐共赢和谐共赢和谐共赢 共创期货新纪元共创期货新纪元共创期货新纪元共创期货新纪元12

品种聚焦●棉花白糖 2011 年 1月 12 日

棉花

每日观点：外盘再上150 郑棉反弹直指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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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进多单依托60日均线持有，逢回调可适当加码；高位空单逢回调及时止盈。

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 多单轻仓持有，可适当提高止盈位，短空限于日内，尽量不隔夜。外盘强势提

振，郑棉反弹突破1月6日高点，主力多头表现积极，仍存反弹动能。

隔夜 ICE 期棉主力合约封于涨停，主力多头意欲将期价拉离相对低位震荡区间的情绪明显，

郑棉主力高开至29360，刷新6日创下的反弹高点，虽午盘时价格略有震荡回落日 K线报收小实

体阴线，但高开幅度较大，价格震荡重心上抬明显，KDJ、MACD 等传统技术指标继续向上渗透，

强势明显。

盘间1109合约持仓再度达到25万手，成交量突破65万手，较昨日温和提升；前日着力推荐

的1111合约涨幅高达1.53%，结束了26000时代，报收27280，与1109合约的价差正逐步缩小，前

期建立的合约间套利头寸应开始关注平仓机会。

现货方面，近日棉花指数 328价格为 27689元/吨，与上一交易日上涨 23元/吨。纱线方面，

12日中国棉花信息网统计口径的 KC32S、JC40S 价格继续上涨，分别涨出 200、100至 35700

和 43000，为市场输入了初步利好。

据中国海关近日公布的数据统计，2010年 12月中国共进口棉花 46.2万吨，较 11月份增加

33.6万吨，环比增幅达到 266％；较去年同期 24.5万吨，增幅 113％。而 2010年累计进口棉花

283.9万吨，较 2009年增加 131.2万吨，同比增幅 86％。2010年特别是 12月份中国棉花进口

量大增也提振了美国棉花走势。海关同时公布了 2010年全年及 12月份的纺织品、服装进出口

数据。2010年 12月，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约 199.15亿美元，同比增幅 18.64%，环比增幅 4.72%。

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 125.43亿美元，同比增幅 18.66%，环比增幅 5.02%。2010年全年我国累

计出口纺织品服装 2065.3亿美元，同比增幅 23.59%，其中累计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770.51

亿美元，同比增幅 28.4%；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 1294.78亿美元，同比增幅 20.9%。整体而言，

2010年中国纺织品服装行业在棉价翻倍的背景下总体增长态势良好，为 2011年消费量继续回

暖牵了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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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线自上个交易日盘尾站

上0轴，今日维持在0轴以上高

位运行，潮起潮落指标早盘时

一度到达超买高位，午盘时回

落至中轴附近，目前仍可尝试

短线多单。空单需谨慎控制风

险率。

点评：

主力多头浙江永安及海通期

货等有明显减仓但绝对持仓

量仍保持高位，前20净多持仓

维持在5000手以上。

近两个交易日空头持仓曲线

小有上浮，反弹过程中或伴随

日内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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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部分后的免责声明 和谐共赢和谐共赢和谐共赢和谐共赢 共创期货新纪元共创期货新纪元共创期货新纪元共创期货新纪元14

品种聚焦●能源化工 2011 年 1月 12 日

LLDPE

每日观点：震荡反复 外盘短期仍有提振

化工品化工品化工品化工品分析师分析师分析师分析师

陈小林陈小林陈小林陈小林
电话：0516-83831107

电子邮件：

chenxiaolin80@qq.com

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中期策略 中线暂时观望，盘中12000附近企稳可轻仓试探建多，暂时不宜追空。

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短期策略 短线背靠12000支撑逢低做多，短线目标12650，止损11950。

在昨夜美国原油收高的利好带动下，今日连塑大幅高开，但上方压力巨大，连塑无力走高，

全天均呈震荡回调格局。尾盘在 PTA 强势走强带动下略有回升，终盘报收于 12270 点，涨 55

点，涨幅 0.45%。成交量为 447266 手，持仓量为 201464 手，均明显放大。

期价再次试探60均线支撑作用，受到宏观担忧以及消费弱势压制，期价上方抛压依旧较大，

使得期价上涨乏力，产业链而言，原油价格稳中上涨，石脑油和乙烯单体高位盘整，使得 LLDPE

生产成本不断攀升，支撑中长期上涨，在操作上，短线波段操作为主。

技术上看，短期内期价在12000附近得到支撑，节前继续震荡。在操作上，建议区间操作，

12000附近多单介入或回补，止损11950，上方不宜看至过高，且应随市场变化灵活处理，考虑

止赢止损比的合理性，建议接近12700离场。

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期货结算价收盘走高，升破每桶 91 美元水平，因交易员们仍

担心，阿拉斯加一条主要输油管道的关闭可能导致原油供应中断。NYMEX 二月原油期货合约结

算价涨 1.86 美元，至每桶 91.11 美元，涨幅 2.1%。盘中该合约曾一度升至每桶 91.33 美元。

ICE 布伦特原油期货二月合约上涨 1.91 美元，至每桶 97.61 美元。该合约盘中曾升至每桶 97.82

美元。

周二稍早，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上调对美国今年原油均价预计至每桶 93 美元,较去年上

涨 14 美元,且将在明年第四季升至每桶 99 美元。EIA 周三将公布周度原油库存数据，分析师平

均预计美国上周原油库存料减少 50 万桶，美国当周汽油库存料增加 130 万桶，而馏分油库存料

增加 60 万桶。

周二，亚洲乙烯市场平稳，交投迟缓。单乙二醇厂商现货需求坚挺，其它乙烯下游衍生品

利润不断减少，需求低迷。市场乙烯库存充足，一日本贸易商称台湾乙烯库存量特别高。供应

方面，生产商不急于出售现货。韩国厂商现货主要出售给韩国本土，且比出口价格要高。听闻

有一单成交，价格在 1200 美元/吨 FOB 韩国。

线性及原油走高，市场气氛略好于昨日，余姚当地报价走稳为主，但成交清淡。扬子

7042/1802 在 11250 元/吨。广州市场价格稳定，部分下游工厂陆续放假，成交少，广石化 7042

报 11450 元/吨。受原油大幅反弹影响，齐鲁化工城今日报价稳中上探，询盘气氛较昨日好转，

7042 无税 105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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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LLDPE1105合

约走势与昨日类似，高开后盘

中窄幅弱势震荡，下午快速跳

水遇低位买盘支撑，但潮起潮

落触底反弹后回到高位并给

出提示，5钟必盈三线仍然跟

随市场在0轴之下波动，幅度

依然较窄，始终距离0轴不远，

尾盘略有上翘，维持前期建

议，节前区间操作。

点评：今日盘后持仓变化较

大，且多头主力减仓明显，且

结构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换手，

多空主力也出现了类似的变

化，换手动作明显，但双方总

量依然变化不大，后市分歧仍

未改观，市场整体皆以短线思

路处之，节前态度都相当谨

慎，密切关注节前主动减仓动

作，会有一定短线机会，目前

仍应区间操作、仍不宜追涨杀

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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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2 日

股指期货

每日观点：继续震荡蓄势，随时可能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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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指今日高开，在钢铁、地产、资源类股走强的助推下股指一路震荡上行，但由于量能配

合不佳，个股活跃度减弱，股指呈现冲高回落走势，午后盘中一度跌至昨日低点，后权重股回

升，两市翻红。

中国主要稀土产品 2010年最高涨价 124%

央行在昨天动用了 14天正回购工具来对冲本周巨大的到期资金量。这是央行在近 3年里首

次启用这一工具。这使得本周公开市场回笼力度有所加大。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0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2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四季度新增外汇储备 1990.35亿美元，创下单季度外储新增量之最。同时，10月份新增

外储达到 1125.9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热钱加速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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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

基本面基本面基本面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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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点点评：主力线拐头向上，多单

建立并持有。

点点点点评：：：：今日多空单均减持，空

头减持较多。后市可能有上

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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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2 日

股指期货

每日观点：多头底部接盘上攻，明日试探上方均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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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447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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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bor 回落显示短期资金充裕，但跌幅缩小，市场多头人心不稳，沪深300年线

能否有效支撑，有待观望。日内波段操作。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高开上探，然而随着房地产、银行、保险股的走弱，股指期货从10:30

左右开始一路下跌，各版块也均跟随下降。下午两点期指开始回升，尾盘快速上攻，报收3153.6

点，涨幅0.87%。持仓量减少2325手，成交量增加20%，期指市场有向好迹象。

沪深300指数上涨0.56%，涨幅稍弱于股指期货，成交量也没有明显增加，且上方面临20日、

40日两条均线的压制，明日多头需谨慎，密切关注均线的突破情况。中小板指小幅小幅回升，

上证50指数登上2000点平台，短线期待二板块的表现。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拟于本月20日,也就是下周四举行。包括2010年全年的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以及2010年四季度的ＧＤＰ,2010年全年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情况,全年消

费、投资以及对外贸易情况,全年物价水平,还有全年的金融运行情况等。

周三葡萄牙计划发售高至12.5亿欧元国债，投资者密切关注欧元是否能顺利通过这项“关

键测试”； 欧洲央行新年首次议息会议召开在即，将如何布局2011年货币政策及将对欧元产生

怎样的结果令市场翘首以待。

资金流向方面，沪深 A股共成交1525.18亿元，沪市 A 股成交876.04亿元，深市 A 股(包含

中小企业板)成交596.75亿元，创业板成交52.39亿元，A股成交中，资金流入性成交723.93亿

元，资金流出性成交-745.43亿元，不确定性成交55.82亿元，流入流出成交差额-21.50亿元，

占大盘全部成交1.37%。房地产行业资金净流入最大为4.38亿元，但机械设备仪表、采掘业和医

药生物制品行业的资金净流出在4亿元以上，整体市场多头人气尚未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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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技术分析

基本面基本面基本面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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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点评：点评：点评：

从主力合约 IF1101的5分钟 K

线图来看主力主力在空头情

绪得以释放之后，尾盘回到0

轴之上，十五分钟主力线上扬

势头明显，明日期价或会承接

尾盘继续上涨。但鉴于盘面上

方压力，谨防主力掉头，多头

盘中还需谨慎。

点点点点评：

今日持仓变动加大，空头排名

前两位的国泰君安和中证期

货均有大幅的减仓。多空双方

的差距减小，明日或会继续上

扬。

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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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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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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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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化工
	股指期货
	股指套利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