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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多头太拥挤，鹰派纪要打压之下，金价开启

瀑布式下行；下周中美贸易关系继续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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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8月 17日—8月 21日

8 月 17 日至 8 月 21 日当周，黄金表现为先扬后抑，价格重心总体

偏下移。周一周二在美国施压华为，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情形下，市场避

险情绪短暂升温，金价一度上涨至 2015 美元附近。而随后在美联储会

议纪要偏鹰派言论下，美元出现强劲反弹，黄金高位回落，最低跌至 1824

美元，截止目前最新报价 1938 美元。黄金 TD 最新报价 414.4；白银 TD

最新报价 5942。

基本面分析

本周黄金周初主要受到中美紧张关系导致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金价

因此走高。开盘一路上行，反弹至 2000 美元上方，看似有再次收复跌

势迹象。但来到后半周，基本面散发利空，美联储会议纪要认可经济乐

观增长，打消市场进一步宽松预期，金价受此影响出现大跌，重回 1930

美元下方，黄金 TD 跌至 411 附近，总体走势有转弱迹象。

具体来看，周一(8 月 17 日)美市盘中，黄金大爆发，较日低拉升近

60 美元直逼 1990 美元关口，白银也趁势大幅上涨，幅度高达 4%。中美

局势方面传来了一则新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进一步收紧对华为技术

公司的限制，旨在打击其获取商用芯片的行为。该行动将扩大 5 月份宣

布的旨在防止中国电信巨头获得无特殊许可证的半导体的限制，包括由

外国公司使用美国软件或技术开发或生产的芯片。同时，还将把华为在

21 个国家的 38 家分支机构列入美国政府的经济黑名单，自 201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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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首次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以来，该黑名单的总数将达到 152 家。在华为

被美国全面限制后，黄金市场做多情绪再次被点燃，再次尝试冲击 2000

美元上方。隔夜黄金 TD 收盘报 425.31，白银 TD 报 6282。

周二(8 月 18 日)，美联储刺激计划的持续影响令美元连续第五日全

线走低，黄金波动加剧，在突破 2010 美元关口后一度大幅下跌至 1980

美元关口下方，之后多头很快卷土重来，再次推动金价站上 2010 美元

关口。日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最新言论，誓言要创造 1 千万个就业

机会，将对从中国迁回美国的公司设立税收抵免、对离开美国的公司征

收关税。还预测，只要他再次当选，美国经济就会从新冠病毒大流行造

成的经济冲击中强劲反弹。在距离他的连任竞选还有 11 周的时候，在

失业率高达 10.2%的情况下，特朗普要求国内企业在国内生产产品和服

务，而不是在中国等成本较低的地方。这些举措势必会影响中美之间关

系，加剧市场担忧。另外，因美联储刺激计划的持续影响令美元连续第

五日全线走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价。最终，隔夜黄金 TD 收

盘报 428.7，白银 TD 报 6352。

紧接着周三（8 月 19 日）后半夜美联储会议纪要，投票决定将短期

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理由是经济没有达到大流行前的水平，但

是预计第三季度将恢复增长。此言论偏鹰派，带动美元暴力反弹，黄金

高位回落跌至 1930 下方。在会议上，美联储投票决定将短期利率维持

在接近于零的水平，并在会后声明称：“在急剧下滑之后，第二季度美

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暴跌 32.9％，经济活动和就业在最近几个月有

所回升，但低于年初的水平，预计第三季度将恢复增长。同时，强调长

期利率已经很低，再次下行空间有限。此次纪要，偏向鹰派，既暗示了

经济有向好的机会，又提出了利率下行空间有限的结论。因此，会议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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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布后，黄金下挫 40 美元，刷新日低至 1935 美元，较日高则回落逾

70 美元。隔夜黄金 TD 收盘报 416.5，白银 TD 报 6059。

而周四(8 月 20 日)国际金价企稳回升，盘中最高触及 1955 美元，

初请数据重回 100 万上方引发了一定的担忧，同时美国新一轮刺激法案

依然陷于僵局，这令市场避险情绪有所升温，从而帮助黄金低位反弹。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达到 110.6 万，高于预期的

92 万。另外，上周数据也由 96.3 万上调了 8000，至 97.1 万。表明美

国就业市场因病毒大流行陷入困境。今年 2月至 4月间，美国失去了 2200

万个工作岗位，目前只恢复了 930 万个。数据公布之后，美元指数在短

暂上涨之后迅速回落并跌破 93 关口，黄金则震荡上涨并再度触及 1950

美元关口。另外，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美国和中国已同意在未来几天重

返谈判桌，审查其“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进展情况。据悉，双方将通

过电话进行讨论。但最终结果恐仍有反复，将会继续影响市场。最终，

隔夜黄金 TD 收报 414.8，白银 TD 收报 6078。

至于今日周五（8 月 21 日），眼下市场情绪摇摆不定。美国初领失

业金人数意外回升至百万，加上美国两党尚未就新一轮刺激达成协议，

经济复苏的疑虑被放大，与此同时，白宫再度发表看好经济的乐观言论，

并对中美贸易协议继续进行肯定。数据方面，市场重点关注欧美系列 PMI

数据，可能会提供经济复苏的进一步线索。其他消息面上，美国总统特

朗普再遭重大挫败，法官裁定须交出税单，关注此事件的进展。正在竞

选 11 月连任的特朗普正与立法者和检察官抗争获取他的税收记录，该

记录将可揭示他的财务往来。特朗普也拒绝发布税收申报表，是数十年

来总统候选人中的先例。此前美国法官驳回了总统特朗普的一项诉讼，

该诉讼试图阻止对大陪审团传票对特朗普八年的个人和公司税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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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现在正处于特朗普选举关键期，一旦税务出现瑕疵，恐将影响下

一任竞选支持率。

最后，对于下周，市场还会继续关注中美贸易问题以及美国接下来

经济走势。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中国在遵循贸易协议的规定，中

国正在购买大量商品，尤其是农产品。美国与中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仍然进行，并对协议至今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北京购买美国商品方面感

到高兴。而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同样表示，双方已商定将于近日举行

通话。若能成功对话，肯定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会提振美元，对黄金

市场形成利空。而经济方面，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预期，美国第三和

第四季经济增长将达到 20%或更高。若接下来我们观察美国经济数据的

确有好转迹象，这将会提升市场经济预期，不利于黄金。总而言之，下

周我们拭目以待。

技术分析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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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TD 日线图

从日线图表观察来看，黄金 TD 在跌至下方平台支撑后开启剧烈反弹，但反弹高

点出现下移，下周继续关注上方趋势线压制。黄金压力：2000、2015（426、430），

支撑: 1930、1880（412、404）。

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从日线图表观察来看，白银同样在高位走出三角形整理形态，上有阻力下有支

撑 ，短期按照大区间震荡角度操作。白银压力：28.4、29（6400、6600），支

撑：26（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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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关注：

周一 8月 24 日 20:30 美国 7月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数

周二 8月 25 日 22:00 美国 8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周三 8月 26 日 20:30 美国 7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周四 8月 27 日 20:30 美国至 8月 22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周五 8月 28 日 22:00 美国 8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想得到更及时，全面，专业的服务，敬请关注“翠绿金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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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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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