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晖看市
2018 年度期货市场每日分析报告

小晖看市 2 月 2 日
期货市场主要品种走势分析
报告人：
电 话：
邮 箱：
咨询证号：

贾晖
021-60281622
jiahui@zhqh.com.cn
Z0000183

国际市场综述
1、外汇市场简述: 初请、生产力、营建支出以及 ISM 制造业指数等数据相继来袭。结果显
示，数据良莠不齐，美元在短暂回升之后急剧下挫。眼下，市场焦点转向明日的 1 月非农
就业数据。美元周四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因美联储的鹰派言论几乎没有提振陷入困境
的美元。周三美元创下自 2016 年 3 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
2、原油市场综述:美国 WTI 原油 3 月期货周四收涨 1.07 美元，或 1.65%，报 65.80 美元/
桶。布伦特原油 4 月期货周四收涨 0.76 美元，或 1.10%，报 69.65 美元/桶。美国成品油库
存大幅下降抵消了原油库存和产量增长的利空影响，同时美元继续走弱也为油价提供了有
效支撑。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最高触及 66.25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最
高触及 69.97 美元/桶。
3、现货黄金市场综述：现货黄金周四止跌反弹，金价重返 1340 一线，美市盘中最高上探
至 1351.07 美元/盎司，美元指数则再度跌破 89 关口。周四市场迎来数据波，数据总体较
为乐观，对黄金市场较为不利。日内公布的美国至 1 月 27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23 万
人，低于前值和预期，录得下滑，表明年初劳动力市场收紧，经济走强；美国 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为 55.5，与前值和预期一致；美国 1 月 ISM 制造业 PMI 为 59.1，低于前值
高于预期；美国 12 月营建支出月率为 0.7%，低于前值高于预期，因私人营建项目投资上
升至历史高位，以及联邦政府支出强劲反弹。

今日关注重点
21:30 美国 1 月失业率
美国 1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
23:00 美国 1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美国 12 月工厂订单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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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盘提要：沪金 806 合约以 275.6 元为止损投机反弹参与。沪银 3850 元以下空单可以
暂时持有。螺纹 20 日均线以上逢低看多参与。大豆 805 合约空单持有。豆粕看多暂时观
望。油脂 10 日均线以下多单不隔夜。塑料 20 日均线以下看空逢高参与，接近 9500 元不
追空。橡胶看多暂时观望，13400 元以下原空单可继续持有。

有色、贵金属
沪金 1806 合约：近日有反弹 10 日均线意图。
短线在 278.5 元以下、以 275.6 元为止损可以逢低参与反弹但不宜隔夜。已有空单 3
日内不跌破 275.6 元可以获利先走。
短期看多暂时观望。分水岭：278.5 元。
沪银 1806 合约：近日有反弹 10 日均线意图。
3850 元以下投机看空逢高参与，3800 元下方追空需谨慎。原空单风控 3870 元。短线
看多暂时观望，关注 3-5 日内在 3800 元的持稳情况。分水岭：3850 元。
短期看多暂时观望，或以 3700 元为止损逢低看多。分水岭：3700 元。
铜 1803 合约： 10 日均线以下震荡整固。
10 日均线以下原空单可暂时持有。已有多单则以 52500 元为止损，53400 元以下日内
参与为主。分水岭：53400 元。
10 日均线下方短期空单继续持有，看多暂时观望。分水岭：54200 元。
螺纹钢 1805 合约：多头护盘意图守住 20 日均线以上趋势成果，近日仍会震荡。
2 日内不能持稳 3930 元以上，多单可获利先行。短线看多以 3890 元为风控逢低参
与，短、中期多单以 3730 元为止损。分水岭：3730 元。

豆类及油脂
大豆 1805 合约：短期震荡调整格局依旧。
短期看多观望。原空单继续持有，风控位下移至 3520 元。分水岭：3720 元。
豆粕 1805 合约：20 日均线以上偏多震荡反弹行情，关注 2800 元附近的持稳情况。
短期看多以 2720 元为止损，逢低看多操作。2775 元以下看多不隔夜，2 日内关注
2800 元的收复情况。分水岭：2770 元。
豆油 1805 合约：低位震荡依旧，短线考验 5660 元至 5600 元附近支持。
5760 元以下投机看空逢高参与，短线及短期看多则暂时观望，关注 5600 元以上能否
构筑企稳信号。分水岭：5850 元。
棕榈油 1805 合约： 短期低位区间震荡，考验 5100 元支持。
5200 元以下投机看空逢高参与。短期看多则以 5100 元为止损逢低参与，5150 元以下
日内参与为主。分水岭: 52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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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油 1805 合约：短期低位区间震荡。
6460 元以下投机看空逢高参与。短线及短期看多则暂时观望，关注 6250 元以上能否构
筑企稳信号。分水岭: 6550 元。

化工市场
塑料 1805 合约：短线震荡调整，10 日均线以下看空逢高参与。
短期看多暂时观望。短线看空以 20 日均线为风控逢高参与，在接近 9500 元附近继续
追空需谨慎。分水岭:9920 元。
橡胶 1805 合约：短线调整行情。
10 日均线以下看空逢高参与为主，不隔夜持有多单。
短期看多暂时观望。13400 元以下原空单可以继续持有。分水岭:13800 元。
特别说明：分水岭之上，在有效时段内以逢低看多或持有多单为主，不宜逆势持有空单；
有效时段之内的相应策略交易应该以择机尽量靠近分水岭的时候逢低操作、或者是依据指
标信号给出看多买入之时介入。分水岭之下，在有效时段内以逢高看空或持有空单为主，
不宜逆势持有多单。若要逆势持仓需注意仓位控制以及严格止损；有效时段之内的相应策
略交易应该以择机尽量靠近分水岭的时候逢高操作、或者是依据指标信号给出看空买入之
时介入。其中投机指 1 至 2 日内时效的交易，短线为 3 至 5 日，短期为 6 至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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