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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回升压力下，金价本周再创新低；但随后

中美紧张关系骤然升温，促使金价暴力反弹，基本面

可谓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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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5月 25日—5月 29日

5 月 25 日至 5 月 29 日当周，黄金延续上周回落态势，开盘从 1730

美元上方开启下行，周三跌至 1700 下方，但相比较上周，跌幅逐步减

小。后期随着中美紧张关系加剧，黄金涌现低位买盘，金价反弹至 1720

美元上方。黄金 TD 也从 387 低点反弹至 390 上方，最新报价 391.92；

白银 TD 则表现相对强势，维持高位区间震荡，最新报价 4247。

基本面分析

本周黄金总体仍呈现震荡下行态势，但跌幅开始缩小。周初在新冠

疫苗可能问世和经济面临回升的打压下，金价跌至 1700 美元下方。但

来到后半周，基本面发生变化，中美紧张关系给金价带来反弹动力，避

险情绪升温，支撑金价重回 1720 美元区域，黄金 TD 重返 390 上方。

具体来看，周一（5 月 25 日）是美国的阵亡将士追悼日，因此假期

休市令市场交投较为淡静，金价略微走低，美市盘中最低触及 1721 美

元，但之后跌幅适度缩减。在继美国经济重启后，昨日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记者会上宣布，解除东京都、北海道、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等

5 个都道县的紧急状态。至此，日本全国 47 个都道府县全部被解除紧急

状态。同时，日本正在考虑价值超过 9290 亿美元的新刺激计划，其中

主要包括针对受到冠状病毒大流行打击的公司的财政援助计划。该报道

公布后，日经指数上涨了 1.73％。可以说随着日本放松封锁状态，市场

风险情绪有所抬头，这令黄金走势受到一定抑制。最终,隔夜黄金 TD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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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报 391.73，白银 TD 报 4171。

周二(5 月 26 日)，新冠病毒疫苗频传好消息，令市场对新冠疫苗的

乐观预期和对经济迅速复苏的期望升温，因此，金价出现较大回落。美

国生物技术公司诺瓦瓦克斯(Novavax)表示，该公司已开始对其实验性

冠状病毒疫苗进行首次人体研究。该公司表示，预计 7 月份将公布安全

和免疫反应的初步结果。受这一消息提振，诺瓦瓦克斯医药涨超 17%。

市场对经济复苏和可能的冠状病毒疫苗的乐观情绪升温。带动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涨 1.9%，自 3 月 5 日以来首次突破 3000 点。道琼斯指数上

涨 577 点，涨幅 2.4%，突破了 25000 点大关。在此背景下，金价承压下

行，日内下跌近乎 30 美元。最终，隔夜黄金 TD 收盘报 389.73，白银

TD 收盘报 4174。

紧接着国际黄金周三(5 月 27 日)跌破 1700 美元关口，美市盘中最

低触及 1693 美元，在多国加大刺激力度背景下，为市场风险情绪带来

很大的改善，这也暂时降低了黄金的避险买盘。先是欧元区方面，欧盟

委员会最新公布了一项 7500 亿欧元(8265 亿美元)的复苏基金计划，该

地区正面临自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随后，日本政府

也宣布，将通过 2020 年度的第二次补充预算，此举将使得安倍政府先

后投入抗击疫情和推动经济复苏相关的预算规模超 234 万亿日元。大规

模刺激加之近期关于疫苗可能问世的乐观消息，增加了全球经济 V 字反

弹的期望，从而使得股市出现持续反弹，打击了诸如黄金等传统避险资

产的需求。隔夜黄金 TD 收盘报 390.6，白银 TD 收盘报 4237。

而周四(5 月 28 日)金价在连跌三日后终于开始反弹，美市盘中最高

触及 1727 美元，暂时重返 1720 美元关口上方，日内公布的一系列经济

数据整体疲软，但也算是符合预期，不过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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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帮助金价企稳反弹。具体来看，美国至 5 月 23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

人数降至 212.3 万，连续第 8 周回落，预期 210 万，前值修正为 244.6

万。据统计，过去十周美国新增失业人数超过 4000 万人。同时，美国

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修正值实际公布-5.0%，预期-4.8%，前值

-4.8%。此前美国商务部 4 月 2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初值下滑 4.8%，创下 2009 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总体而

言，数据的回落，给金价带来反弹机会。最终，隔夜黄金 TD 收报 390.41，

白银 TD 收报 4233。

至于今日周五(5 月 29 日)亚市盘中，国际黄金短线一度急跌近 10

美元，然后金价展开大幅反弹，并重回 1720 美元关口上方。因美国和

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刺激避险买盘，金价处于反弹态势。当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周五就中美关系举行新闻发布

会，我们需要对此高度关注。据悉，由于中国顺利通过国安法，特朗普

政府对此极其不满意，正在寻求惩罚中国推出香港国安法。特朗普表示，

将于当地时间周五就中美关系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美关系有加剧迹象，

美国股市闻讯走低，抹去了早些时候的强劲涨幅，给黄金带来支撑。而

晚间 23:00，又迎来鲍威尔讲话。在此前的经济证词中，鲍威尔重申美

联储将使用“各种工具来支持经济”。鲍威尔也发出警告称，经济前景

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下行风险显著，他呼吁决策者采取更多财政举措，

才能使经济走出疫情困境。因此，本周五鲍威尔对经济问题的再讨论预

期会释放更多细节性的讨论。假如鲍威尔释放美联储将祭出更多货币刺

激的信号，金价有望进一步上涨。

最后，对于下周，我们认为关注焦点仍在中美紧张关系上。当下特

朗普政府正在寻求惩罚中国推出的香港国安法，周五就中美关系举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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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发布会。我们需保持密切关注，任何意外消息均可能引发市场剧烈波

动。与此同时，除了中美关系，新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也牵动市场神经，

避险情绪随时可能因叠加因素而再度爆发。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对朝鲜

进行大规模制裁，目标指向国有银行和前政府官员。美国司法部周四(5

月 28 日)指控 2828 名朝鲜人和 5 名中国人为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

非法付款提供便利，为美国指控的朝鲜违反制裁的最大规模案件。这一

不确定性若叠加中美紧张局势，则可能引发恐慌情绪爆发，从而引发更

大不确定性，对金价有支撑作用。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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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线图表观察来看，黄金 TD 底部出现抬高，金价跌至下方趋势线都将是买入

机会，但也需注意前高区域会是未来行情上攻较大阻力位。黄金压力：1750、1765

（397、400），支撑: 1700（388）。

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从日线图表观察来看，白银走势强于黄金，本轮未出现深幅回踩，以高位震荡形

式来消化抛压，未来有望再迎来一波上行。白银压力：17.6、18（4300、4400），

支撑：17、16.7（4150、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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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关注：

周一 6月 1日 21:45 美国 5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

周二 6月 2日 19:45 美国至 5月 30 日当周 ICSC-高盛连锁店销售年率

周三 6月 3日 20:15 美国 5月 ADP 就业人数(万人)

周四 6月 4日 20:30 美国至 5月 3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周五 6月 5日 20:30 美国 5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万人)

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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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法律法规。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翠绿金业。未经翠绿金

业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或复印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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