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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盘提示信息
说明： 1、除特别备注，以下中长建议皆针对持仓最高之主力合约；

2、下表所言支撑、压力皆指主力合约的短线阻力；

3、压力和支撑即是短线操作的建议止损位和(或)建议目标位；

4、支撑或压力也是中长建议中试探性建仓建议的止损位。

沪深300 日内预测： 下跌 支撑： 2900 压力： 3300

中长建议： 等待反弹机会。

点评： 连续下跌，仍有惯性。

大豆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4310 压力： 4485

中长建议： 南美收获季，北半球大豆迎接种植季节，豆市震荡偏多

点评：
30 日，美国金融市场休市，连盘豆市站稳 4450，短期资金跟进有望补涨，压力 4500，依

托 5日线

豆粕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3250 压力： 3500

中长建议： 宏观不确定因素激增，但粕市迎接旺季，粕市震荡走强

点评： 猪肉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提振粕市价格；豆粕站稳 3360 多单持有

豆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0200 压力： 10500

中长建议： 豆油价格恢复性上涨，多单依托五日均线止盈

点评： 豆油突破 60日线压力，量能表现平常，下破 5 日线多单止盈

棕榈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9000 压力： 9420

中长建议： 夏季降至，棕油消费利好，然市场情绪悲观，棕油恐弱势寻底

点评： 棕油更多的受到自身需求季节支撑，价格缓慢攀升，下破 5日线多单止盈

菜油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0000 压力： 10800

中长建议： 原油高位出现大幅回撤，菜油高位震荡偏空操作

点评： 菜油主力 1201 合约，突破 60 日线压制，依托 5 日线偏多操作，下破 10600多单止盈

白糖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6583 压力： 6830

中长建议： 新建欲抄底多单逢冲高平仓，空单仓重者减仓控制风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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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四连阳累积回调风险，再冲高难免有短多获利盘抛压，国储抛售临近，建议多单分批止盈

不宜继续追高

强麦 日内预测： 高开低走 支撑： 2897 压力： 2955

中长建议： 多单轻仓持有，获利空单减持兑现盈利

点评：
逼近 60 日长期均线压力多头表现谨慎，若高开后成交量不积极配合则短线难免回落，获

利短多可适量减仓

棉花 日内预测： 平开平走 支撑： 24380 压力： 26160

中长建议： 多单逢反弹平仓，高位获利空单减仓兑现盈利

点评：
移仓换月加速，远强近弱将延续，价差缩小型套利将有平仓机会，建议短多更多参与 1 月

合约

籼稻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2550 压力： 2615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减持兑现盈利，低位多单宜半数平仓止盈

点评： 预计冲击 2600 关口难一次成功，短线追多谨防回调风险

玉米 日内预测： 平开高走 支撑： 2400 压力： 2446

中长建议： 未跌破 2341 新多单轻仓持有，获利空单减持

点评： 短线不下破反弹通道即 5日均线附近支撑位短多可谨慎持有

铜 日内预测： 低开平走 支撑： 67000 压力： 70000

中长建议： 中期空势不改，空单轻仓持有

点评： 短期反弹强劲，建议空单逢低减持，预留部分资金短多操作，保护手中空单。

锌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7000 压力： 18000

中长建议： 中期空势不改，，空单轻仓持有

点评：
LME 终于突破震荡区间上沿，短期内反弹强劲，建议空单逢低减持，预留部分资金短多操

作，保护手中空单。

橡胶 日内预测： 震荡上扬 支撑： 32200 压力： 33200

中长建议： 中长期空势不改，但须回避短期反弹风险，多单减仓

点评：

目前属于中长期空头行情的中继整理阶段，反弹的时间空间都具有不确定

性，短线有望维持反弹。激进的投资者可轻仓短线操作，稳健的投资者宜多看少

动，耐心等待本轮反弹行情结束后的高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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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铅 日内预测： 高开平走 支撑： 17000 压力： 17400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离场观望

点评： 前期压力密集区，价格回落风险加大，短多及时止盈

沪铝 日内预测： 高开高走 支撑： 13700 压力： 16850

中长建议： 空单逢低离场观望

点评： 价格站稳5.10日均线，MACD 金叉向上，价格有进一步向上的动能，短多逢低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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