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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近期美国经济状况仍然表现良好。总体国际宏观环境

上仍是对美元强势形成支撑，对贵金属形成压力。但最近

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行情波动预期剧烈，目前贵金属驱动

指标总体中性略偏空，预期仍将弱势震荡。 

 

贵金属周报 

[table_invest] 国元期货研究咨询部 

发布日期： 2018 年 7 月 2 日 

  

 

 

 

 

 

 

 

 

 

 

 

 

 

 

 

 

 

 

 

 

 

 

 

 

 

 

 

 

 

 

 



 

1 

 

[table_page]  

 

目 录 

图1:上周黄金内外盘收盘情况 .................................................................................................................................2 

图2：美元指数周图走势 ..........................................................................................................................................3 

图3：COMEX黄金库存 ............................................................................................................................................4 

图4：COMEX白银库存 ............................................................................................................................................5 

图5：黄金基金持仓 ..................................................................................................................................................5 

图6：白银基金持仓 ..................................................................................................................................................6 

图7：黄金CFTC净持仓 ............................................................................................................................................6 

图8：白银CFTC净持仓 ............................................................................................................................................7 

图9：国内黄金持仓量 ..............................................................................................................................................7 

图10：国内白银持仓量 ............................................................................................................................................8 

图11：美黄金周图 ....................................................................................................................................................9 

图12：Au1812日线图 .............................................................................................................................................10 

图13：美白银周线图 ..............................................................................................................................................10 

图14：Ag1812周线图 ............................................................................................................................................. 11 

 

 

 

 

 

 

 

 



 

2 

 

[table_page]  

 

1、行情回顾 

上周美黄金周线收小阴线，考验近期低点 1250 一线支撑力度，下跌 16.9 美元，跌幅

1.33%，以 1254.2 收盘；国内黄金 1812 合约周线收小阳线，短期支撑 270 一线整数关口，

小幅上涨 0.85 元，涨幅 0.31%，收于 271.40。 

美白银上周周线小幅收阴线，1600 支撑，1680 压力，周线下跌 29.5 点，跌幅 1.79%，

收 1616.0；国内白银 1812 合约下跌 10 点，跌幅 0.27%，以 3745 收盘。 

图 1:上周黄金内外盘收盘情况 

内外盘收盘情况 

品种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国际现货黄金（美元/盎司） 1252.40 -17.40 -1.37% 

COMEX（美元/盎司） 1254.2 -16.9 -1.33% 

黄金 T+D（元/克） 267.24 0.85 0.32% 

黄金期货（元/克） 271.40 0.85 0.31% 

国际现货白银（美元/盎司） 16.10 -0.31 -1.88% 

白银期货（元/千克） 3745 -10 -0.27%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2、基本面 

1.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终值为 2%，低于前值及预期 2.2%，终值放缓大于

预期，个人消费支出的表现录得 0.9%，是近 5 年来最差水平，表明市场对贸易战的恐慌，给

未来美国经济前景带来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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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商务部表示，5 月份 PCE 物价指数上涨 0.2%，4 月份增幅相同。在截至 5 月的

12 个月里，PCE 物价指数飙升了 2.3%，为自 2012 年 3 月以来的最大涨幅，4 月份的涨幅

为 2.0%。通胀上升通常会令黄金受到提振，因黄金具有对冲通胀的属性。不过，值得主义的

是，通胀回升会加速美联储加息步伐，但日内美元并未因此受到提振； 

3. 欧盟领导人就移民问题达成一致协议。欧元大涨，欧元走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欧

洲投资者的黄金需求，因这令欧洲投资者买入以美元计价黄金资产的成本下降； 

4. 据Axios报道称，特朗普已经告诉几位白宫高级官员，他希望将美国从世贸组织（WTO）

中退出，受此影响市场避险情绪一度回升。 

3、重要事件 

中国 6 月制造业活动小幅放缓 

继续 5 月扩张意外加速后，中国 6 月制造业活动小幅放缓，制造业进出口总体有所放缓。

据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2018 年 6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5%，略

低于经济学家预测中值 51.6%，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6 月数值仍高于上半年均值 0.2

个百分点，制造业总体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从此前公布的 5 月工业生产、经营数据看，价格

仍是支撑工业收入、利润等名义变量的主要因素，但产、销量的增长已有所放缓，与之相应

的是库存的再度回升。而 6 月 PMI 也同样是量缩价涨、库存回升。这意味着前期终端需求的

转冷正在向中上游行业传导，并导致生产放缓。 

4、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周线收星 

图 2：美元指数周图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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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美国数据近期表现仍乐观，从技术上看，美元指数 2 月 16 日创出 88.251 低点后，下跌

第 5 浪（5-5）结构已经走完，按预期反弹，目前仍运行在对下跌反弹的 A 浪结构中（如果

是 3-3-5 则短期反弹趋于结束），也可能运行在 A 浪小 4 中的 b 中，等待市场确认。 

5、库存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公布报告显示，6月 29日COMEX黄金库存 8564639.52盎司，

较上周减少 258743.73 盎司，驱动偏多；COMEX 白银库存 2.759 亿盎司，较上周增加 311

万盎司，偏空。                  图 3：COMEX 黄金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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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COMEX 白银库存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6、ETF 基金持仓 

截止 6 月 29 日，黄金 ETF-SPDRGoldTrust 的持仓量为 819.04 吨，与上周减少 5.59

吨，表现偏空。SLV 白银 ETF 持仓至 10029.8 万吨，与上周增加 67.31 吨，偏多。 

图 5：黄金基金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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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 6：白银基金持仓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7、CFTC 净持仓 

上周 CFTC 黄金基金净多减少 19840 手至 76672 手，驱动指标偏空。CFTC 白银基金净

多减少 6681 手至 34221 手，偏空。 

图 7：黄金 CFTC 净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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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白银 CFTC 净持仓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8、国内期货市场持仓 

上周国内黄金期货市场持仓为 363826 手，较上周减少 7104 手，显示资金有小部分离

场迹象；上周国内白银期货市场持仓为 640428 手，较上周减少 21830 手，资金继续离场。 

图 9：国内黄金持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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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图 10：国内白银持仓量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9、基本面小结 

近期美国经济状况仍然表现良好。总体国际宏观环境上仍是对美元强势形成支撑，对金

银形成压力。国内 6 月 PMI 也同样是量缩价涨、库存回升，这意味着前期终端需求的转冷正

在向中上游行业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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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金主要驱动指标来看，黄金库存 8564639.52 盎司，较上周减少 258743.73 盎司，

驱动偏多；CFTC 黄金基金净多减少 9840 手至 76672 手，驱动指标偏空；上周黄金 ETF 持

仓量为 89.04 吨，与上周减少 5.59 吨，表现中性偏空。美元指数上涨给贵金属市场带来压力。

国内黄金持仓稳中有降，白银继续出现减仓，资金继续出现离场迹象。 

综上，近期美国经济状况仍然表现良好。总体国际宏观环境上仍是对美元强势形成支撑，

对金银形成压力。但最近行情波动较大，目前贵金属驱动指标总体中性略偏空，预期仍将弱

势震荡。 

10、技术分析 

1）黄金 

美黄金周图继续收阴线，表现仍偏空，关注近期低点一线支撑力度，仍运行在寻找支撑

的过程中。                        

图 11：美黄金周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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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黄金 1812 合约上周震荡横盘，预期短期压力日线 60 日均线，下降趋势线之下走势

仍偏空，目前仍是 3 浪调整结构。 

图 12：Au1812 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2）白银 

从美白银周图看，上周期价收小阴线，周线 60 日均线之下走势仍偏弱。 

图 13：美白银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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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图 14：Ag1812 周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博易大师 

国内白银 1812 合约周线 60 日均线承压，受外盘影响低开震荡横盘，继续减仓表明资金

继续有离场迹象，目前仍认为是反弹 3 浪结构，继续等待调整参与反弹多单为主，不建议追

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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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

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

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

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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