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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2012年是混乱的一年。尽管全球粮食和油籽产量减少，疲
软的宏观经济使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在这个节骨眼上，必须认清: 
- 如果全球宏观经济进一步萧条，价格也会基本上下跌–
或者如果

- 植物油价格企稳或是可能上涨， 尤其是当南美和东南亚
天气变恶劣。

为此，我会引用美元指数, 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指
数和原油价格作为宏观经济指标，与南美大豆，脱胶大豆
油，精炼棕榈液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粮油和马来西亚衍
生品交易所棕榈原油期货市场作比较，推断植物油价格。



股票市场 (道琼斯和标普指数)

人们可以认定这些指数已经在相对非常高的点位由于高流
动性和通货膨胀压力。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成功稳在这最黑暗的时刻让市
场企稳。

但是我们何去何从?



然而这些政策已经出完 & 注意力转向持续的欧元区危机
& 悬而未决的美国“财政悬崖”将在最近几周造成指数急
速回落

目前道指和标普指数在下个重要支撑位附近，振幅将在另
一个重要点位（不成功便成仁）收紧。

股票市场 (道琼斯和标普指数)



道指

最近处于防御状态 下探到13000点下获得重要支撑

收于12500点下方 = 破位下跌, 破坏中期上升趋势 & 转向
单边下探走势.
预期在12000点企稳 – 但不管怎样, 收于此位下方 =  严重
破位/开启一次中期下跌.

标普指数

最近处于防御状态 回落至1390点下方.
回抽至1300点附近/升势末端.
将在1300点附近寻找底部 - 但不管怎样, 低于1300点 = 破
位信号, 开启一次中期下跌.

股票市场 (道琼斯和标普指数)



道琼斯工业指数



标准普尔指数



美元指数

长期来看，美元指数已在2008年触底 & 现处于72/74 -
88/90这一斜边范围内.

中期, 处于U型上升阶段 (安全范围内) 支撑位在78.

短期处于升势 突破80.2 后，下一目标在81.6/82附近.
只要在80.5上方，这一趋势不会有变化.

随着美元的强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遇到外汇压力。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石油价格(纽约商品交易所低硫原油)

至今每次至100上方的上涨都不可持续，原因是疲软的宏
观经济 & 进一步的上涨会受到抑制.

中期, 单边走势 在75/80(重要的双重底部) 至100/05间.
在第6波下探中，可能形成对称三角走势.
对于一个决定性点位突破为时尚早 & 在下端寻找底部讯
号.
在第8、9浪中期待决定性突破.

短期处于下降通道 在80/4至88/90范围间; 在下端寻找底部
讯号.
须在第7浪中收于88上方 & 收于90上方触发新一轮上涨在
100附近再次遇到阻力.



一波从价格低端起来的上涨应该刺激了植物油价格

然而，包括突发性事件:

收于80下方 = 利空.

收于75下方，这个重要支撑位 = 崩盘现象.

(很有可能的是石油价格收于80/75西方发生崩盘，同时股
票市场也会失去重要支撑位 & 美元进一步骤升).

石油价格(纽约商品交易所低硫原油)



纽约商品交易所低硫原油



纽约商品交易所低硫原油



布伦特原油

中期来看, 128上方双重顶几乎无法上涨.
目前围绕在117，这一多重阻力位置

短期处于弱势, 考验107 - 112间的低位.再次收于107三重底
的下方 = 破位信号下探至102附近.

无论如何, 收于102, 100, 98下方 = 熊市行情.

(很有可能的是收于上述位置下方造成崩盘反映出股票市
场回抽/破位 & 美元进一步骤升).



布伦特原油



南美大豆

阿根廷玉米/大豆播种由于潮湿的气候而推迟 - 但在过去2
个星期有所改善.
相反在巴西，干旱区域已经有足够的降水量.
弱势也需归结于美元的坚挺.

中长期看来, 牛市已在9月份下行突破700/720这一支撑位
后完全瓦解.

短期处于防御, 收于550下方 & 将可能进一步下跌至500附
近.

在500附近寻找底部讯号.



南美大豆.



南美脱胶大豆原油.

由于气候改善，价格承压 & 另外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强势
的美元.

中长期收于1060下方，这个重要支撑位/2年低点 =

防御条件1/潜在危机

将维持熊市观点直到收于1100下方 (可能需要气候因素再
次促使上升到1100上方).

下一个重要支撑位在900/中长期上涨的支撑位.



南美脱胶大豆原油.



精炼棕榈液油.
价格受制于高产量和高库存 & 来自印尼的残酷竞争.

中期处于通道，阻力位在900/930区间.

短期, 重要的生死窗口在775–855之间.
须处于800上方保持稳定.

收于800下方 = 弱势/防御 & 收于775下方 = 另一重要支撑
位失守讯号.

将寻找出货讯号，尤其在止跌回升时.

(由于路透社数据迁移，非常抱歉图标不够完整). 



精炼棕榈液油.



芝加哥交易所豆油

中期处于熊市，收于48下方，双重底/2年低点; 目前反弹
至48上方并坚守 & 收于50上方企稳.

短期可能下跌至44/长期U型升势的低点 & 客观看来，下
跌目标在36附近.

然而预计在42/40这一长期支撑位获得强有力支撑

只有周末收于40下方，我们才预计最终下跌目标在36.
无疑将在36附近寻找底部讯号



芝加哥交易所豆油

我们只有价格再次反弹至50上方才改变熊市的观点(基本
上需要气候条件担忧/主要农作物毁坏).



芝加哥交易所豆油



芝加哥交易所大豆

中期处于熊市 进一步下跌至15下方，这个重要支撑位
预计下滑至13附近.

无疑将在长期U型上升低点附近寻找底部讯号/在12附近.

须再次收于15上方才能企稳(基本上需要气候条件担忧/主
要农作物毁坏).



芝加哥交易所大豆



芝加哥交易所玉米

7.0/7.3 - 7.8之间是非常明确的生死位置; 目前随时会有决
定性突破.

收于7.0下方 = 熊市 & 可能导致大豆/棕榈油价格下滑.



芝加哥交易所玉米



芝加哥交易所小麦

8.5 - 9.5间是非常明确的生死位置; 目前随时会有决定性
突破

收于8.5下方 = 熊市 & 可能导致大豆/棕榈油价格下滑.



芝加哥交易所小麦



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棕榈原油
中期处于熊市 D浪下跌，阻力位置在2700/2800区间.

短期止跌回升，从2200这一双重底部回升.
须收于2400上才能企稳，不然，再次回抽

下个支撑位在2000/1800区间；如果价格收于这个位置下
方，无疑将寻找底部讯号.



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棕榈原油



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棕榈原油



其他关键因素: 豆油-棕榈油价差

脱胶豆油-精炼棕榈液油价差是影响棕榈油价格的重要因
素.
目前价差在260 - 300美金之间，处于历史较高位置.

这个基差可能进一步缩小，随着棕榈油需求增加，尤其是
在2013年南美农作物的气候条件改善以及棕榈油产量增加
和库存下降.

如此一来，直至达到更稳定的平衡之前，这两个产品的价
格走势不会直接等比增长.



其他重要因素: 能源-棕榈油价差

在2006年中期，中国在没有任何价格补贴的情况下，购买
棕榈油用于燃料使用.
两个月中，高企的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将下滑至供应紧张
的位置 & 价格强劲反弹.

上个月，价格曾报收在边缘位置 & 又有相似的反弹, 似乎
有足够的‘卖出能源-购进棕榈油’套利的空间. 

所以，‘未受补贴的燃料基差’ 将为棕榈油价格提供一个有
力的支撑.



随着对悬而未决的美国财长悬崖的重点关注，近期的回调
正对股票市场增加压力.
然而，有政府持续的支持，我们不会预见宏观经济的衰退
(像2008年) ，使大宗商品价格从目前位置骤然下跌.

我们认为12500/12000 & 1300将是道指&标普各自的有力
支撑位.

如果跌破这些点位我们只有处于防御状态.

结论



结论

在‘美国财政悬崖’之前全球市场恐慌不再增加，美元作为
安全产品的作用将增加 & 美元将变得更加强劲. 

中期来看，美元处于止跌回升 & 可能进一步抑制国际市
场大宗商品价格.



结论

只有芝加哥交易所的小麦/玉米价格没有处于较高位置 & 
也应该会破位下跌, 恐慌情绪会再次传递至大豆/棕榈油的
价格.

植物油的现货价格也变得十分敏感.

当精炼棕榈液油价格已经下跌至2年低点，南美脱胶大豆
原油价格也因此处于不稳定的状况 .



结论

马盘棕榈原油价格，长期上涨趋势 (众所周知4年一个周期
) 已经被打破，收于2800下方.

中期，下跌趋势不变 在 2700/2800附近遇到阻力.

短期，触底反弹 & 短期上升到 2200 -2600范围内.
2200 = 目前是双重底部支撑位，探底回升 & 需要更多力
量才能打破此位置.
价格止跌回升 - 但是在2500/2600区间寻找出货讯号. 

无论如何，收于2200下方 = 新一轮下跌.



结论
总之，外部环境十分疲弱.

然而，能源-棕榈油的基差是一个利多因素，当达到‘无补
贴燃料基差’，将触发新的需求.

所以棕榈油价格短期内将在2200附近下跌趋势减缓 (棕榈
原油). 
同样，目前现状，能源/脱胶大豆原油-棕榈油基差也将抑
制棕榈油价格反弹高度和速度，尤其达到2600上方. 

同时，将监测由于宏观经济 & 气候因素引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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