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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有继续反弹预期 

 

报告要点： 

美国与欧盟关系缓和，并悄然对中国降低关税。薪

资仍然是劳动力市场的薄弱环节，如果迟迟没有亮点出

现则对经济持续扩张的态势持怀疑态度。特朗普对加息

表示担忧，美元指数出现震荡。从黄金驱动指标来看整

体中性，国内市场资金有撤离迹象，市场有反弹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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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上周美黄金周线收小阴线，运行在寻找支撑的过程中，下跌 9.7 跌幅 0.79%，

以 1222.2 收盘；国内黄金 1812 合约周线收星线，支撑 270 一线整数关口，小幅

上涨 0.85 元，涨幅 0.31%，收于 271.50。 

美白银上周周线收近似星线，1500 一线支撑，1620 压力，重心下移，周线

下跌 4.0 点，跌幅 0.26%，收 1551.5；国内白银 1812 合约反弹 13 点，涨幅 0.35%，

以 3686 收盘。 

图表 1：上周贵金属内外盘收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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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78 -7.73 -0.63 

COMEX（美元/盎司） 1222.2 -9.7 -0.79 

黄金 T+D（元/克） 268.30 1.31 0.49 

黄金期货（元/克） 271.50 0.85 0.31 

国际现货白银（美元/盎司） 15.46 -0.04 -0.25% 

白银期货（元/千克） 3686 13 0.35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二、基本面 

1. 美国 6 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为 538 万户，低于前值 543 万户和预期 544

万户，成屋销售总数年化连续三个月下降，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库存的持续短缺

推升房价至历史新高，令部分潜在买家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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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 5 月 FHFA 房价指数月率为 0.2%，低于前值和预期；美国 7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为 56.2，低于前值及预期 56.5； 

3. 美国 6 月美国新屋销售 63.1 万户，创去年 10 月以来新低，预期 66.万户，

5 月销售户数由 68.9 万下修为 66.6 万；新屋售价中位值创去年 2 月以来新低，

清空库存时长为去年夏季以来最长，显示了买家需求疲软； 

4. 美国至 7 月 21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21.7 万人，略高于前值 20.7 万人

和预期 21.5 万人，从 48 年半低位略有反弹，但仍表明劳动力市场在收紧。当前

的劳动力市场被视为接近或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5. 美国 7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97.9，高于前值及 97.1，受就

业和薪资前景良好的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水平继续保持在高位。 

三、重要事件 

美国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创 4 年新高 

美国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初值 4.1%，创 2014 年三季度来最高增速，

略不及预期 4.2%但表现十分强劲，前值由 2%修正为 2.2%。其中消费对 GDP 增

长贡献度最大，达到了 2.69 个百分点，另外净出口贡献 1.06 个百分点。美国二

季度个人消费支出(PCE)年化季环比初值 4%，预期 3%，前值由 0.9%修正为 0.5%；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年化季环比初值 2%，预期 2.2%，前值由 2.3%修正为

2.2%。强劲的经济数据使得美联储今年年内再加息两次以防经济过热的可能性

较高。 

四、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周线下跌后反弹，收上下影响小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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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美元指数周图走势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美国数据继续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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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中，等待市场确认。 

五、库存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公布报告显示，7 月 20 日 COMEX 黄金库存

8661188.98 盎司，较上周减少 192.90 盎司，驱动中性；COMEX 白银库存 2.805

亿盎司，较上周增加 7.2 万盎司，偏空。                   

图表 3：COMEX 黄金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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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4：COMEX 白银库存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六、ETF 基金持仓 

截止 7 月 27 日，黄金 ETF-SPDRGoldTrust 的持仓量为 800.2 吨，与上周增

加 2.07 吨，表现偏多。SLV 白银 ETF 持仓至 1026.51 万吨，与上周增加 14.62 吨，

偏多。 

图表 5：黄金基金持仓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6：白银基金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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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七、CFTC 净持仓 

上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上周黄金非商业净持仓减少 9244

手至 48597 手，驱动偏空；白银非商业性净持仓减少 5344 手，驱动偏空。 

图表 7：黄金 CFTC 净持仓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8：白银 CFTC 净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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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八、国内期货市场持仓 

上周国内黄金期货市场持仓为 330526 手，较上周减少 16434 手，显示资金

有离场迹象；上周国内白银期货市场持仓为 733786 手，较上周减少 37684 手，

显示多空分歧趋缓，资金有撤离迹象。 

图表 9：国内黄金持仓量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图表 10：国内白银持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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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九、基本面小结 

美国与欧盟关系缓和，并悄然对中国降低关税。薪资仍然是劳动力市场的

薄弱环节，如果迟迟没有亮点出现则对经济持续扩张的态势持怀疑态度。特朗

普对加息表示担忧，美元指数出现震荡。 

从黄金主要驱动指标来看，黄金库存 8661188.98 盎司，较上周减少 192.90

盎司，驱动中性；黄金 ETF-SPDRGoldTrust 的持仓量为 800.2 吨，与上周增加

2.07 吨，驱动偏多；黄金非商业净持仓减少 9244 手至 48597 手，驱动偏空；国

内黄金持仓出现小幅度减少，白银也出现减仓，资金分歧降低。 

综上，美国与欧盟关系缓和，并悄然对中国降低关税。薪资仍然是劳动力

市场的薄弱环节，如果迟迟没有亮点出现则对经济持续扩张的态势持怀疑态度。

特朗普对加息表示担忧，美元指数出现震荡。从黄金驱动指标来看整体中性，

国内市场资金有撤离迹象，市场有反弹预期。 

十、技术分析 

1、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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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黄金周线收小阴线，短期运行在黄金分割支撑位之下表现偏空，但前期

低点一线支撑区，谨慎反弹。 

图表 11：美黄金周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国内黄金 1812 合约上周走势持续横盘，短期压力日线 60 日均线持续承压，

关注能否上破，如上破则反弹预期，否则震荡预期将持续。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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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期价收星，多空势均力敌，重心下移，周线 60 日均

线之下走势仍偏弱。 

图表 13：美白银周线图 



                    
贵金属·周刊

 

 9 / 12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图表 14：Ag1812 周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博易大师 

国内白银 1812 合约上周持续横盘，短期期价在 3700 一线震荡，减仓表明多

空分歧程度降低，周线 60 日均线将继续承压，目前仍认为是反弹 3 浪结构，预

期震荡将持续。操作上继续等待调整参与反弹多单为主，下破低点则严格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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