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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面多空反复，金价呈现宽幅震荡；下周中美

问题再提日程，黄金仍有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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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8月 24日—8月 28日

8 月 24 日至 8 月 28 日当周，黄金表现为宽幅震荡，上有阻力，下

有支撑，多空处于纠结状态。周一开盘，先是在美元走强、美股创新高

背景下，黄金遭受打压，跌势延续至周三，最大下跌至 1902 美元附近。

随后，市场传来美国加大制裁中国，导致避险情绪再次引爆，金价单日

涨幅接近 50 美元，上涨至 1955 美元上方。截止目前最新报价 1945 美

元。黄金 TD 最新报价 417.7；白银 TD 最新报价 6030。

基本面分析

本周黄金以宽幅震荡为主，国际金价主要波动区间在 1900 美元—

1960 美元，黄金 TD 波动于 407—418。周初在疫苗利好推动下，美元出

现强劲反弹，金价遭受打压，一度跌至 1900 美元附近。来到后半周，

在美国刺激计划陷入僵局之后，黄金多头开启绝地反击，重返 1950 美

元附近，黄金 TD 反弹至 417 区域，总体走势偏向于震荡。

具体来看，周一（8 月 24 日）在疫苗利好持续推动下，美股录得三

连涨，美三大股指刷新历史高点，黄金承压，维持低位震荡。技术面，

黄金盘中出现弱势反弹，尾盘收跌，维持调整态势。周一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FDA)批准使用新冠肺炎康复者身上提取的富含抗体的血液成

分，以治疗严重新冠病毒患者。特朗普称之为取得“重大突破”，叠加

疫苗上市时间日益接近，及市场对美联储释放更多宽松信号的预期，推

动美股连续上涨，美三大股指齐齐刷新历史新高，短期金价承压，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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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看，美股的上涨更多的是宽裕的资金推动，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没有

出现相应的上升，越涨积累的泡沫越多，市场对股市崩盘的担忧将提升

避险需求买入黄金，所以黄金目前的下跌只是短期调整。隔夜黄金 TD

开盘报 412.80，白银 TD 报 5769。

周二（8 月 25 日）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创 2014 年来最

低，美联储进一步宽松预期继续提振美股，美元，黄金双双收跌。晚间

公布的美国 8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录得 84.8，大幅低于预期的 93，

并创下 2014 年以来新低，这或许表明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及财务状况

的担忧，预计支出将呈下滑趋势。但这似乎未能影响市场的风险偏好，

美三大股指普遍收涨，继续受益于鲍威尔将在全球央行年会释放进一步

宽松的预。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美国经济将在 2020 年下

半年增长 20%，乐观言论也助长市场风险偏好。但就算在美国经济数据

利好黄金的情形下，黄金仍未录得上涨，显示黄金目前的弱势，在央行

年会鲍威尔讲话前，黄金大概率维持目前的态势。隔夜黄金 TD 收盘报

413.30，白银 TD 报 5751。

紧接着周三（8 月 26 日）美国耐用品订单数据大幅好于预期，欧美

股市均录得上涨，黄金自低位大幅上扬，国际金价涨幅逾 50 美金。此

次美国 7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录得 11.2%，好于前值的 7.7%，同时增长幅

度是预期的两倍，因汽车需求持续飙升，意味着工厂将在未来数月帮助

支撑经济反弹。数据公布后美股上涨，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指数再刷历

史新高，金价承压小幅下滑。虽然金价在耐用品数据打压下出现小幅下

跌，但随后在震荡区间底部得到支撑大幅上涨，国际金价涨幅逾 50 美

金，显示黄金在 1900（410）一线卖盘枯竭，投资者对黄金后市持乐观

预期，稍有企稳即能吸引大量买盘入场，同时表明市场对黄金此轮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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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的确认，只要晚间鲍威尔讲话没有透露出改变美联储当下宽松的路

径，黄金牛市依然存在。最终，隔夜黄金 TD 收盘报 417.01，白银 TD

报 5996。

而周四(8 月 27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市场的普遍预期下，调整了

央行的通胀目标，导致美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金价一度承压大幅

下跌逾 2%，最低碰触 1910 美元。此次美联储推出了一项积极的新策略

来提振就业，并将寻求在一段时间内实现平均 2%的通货膨胀率，以在一

段时间内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抵消低于 2%的时期。鲍威尔的讲话令资

产市场如过山车般起伏，尤其是金价。金价上涨近 50 美元，但完全逆

转，因市场意识到他并未提供此前没有讨论的任何惊喜。最终，隔夜黄

金 TD 收报 415，白银 TD 收报 5930。

至于今日周五(8 月 28 日)亚市盘中，美元指数基本持稳，现报 93

左右，黄金温和反弹至 1940 美元附近。受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言论影响，

周四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金价短线一度巨震约 70 美元，而美元指

数则上演近百点反弹好戏。目前投资者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接受共

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演讲，预计其会在讲话中批评民主党对手拜登及

其政策，并再度抨击中国。假如特朗普言论加大对于中国的抨击力度，

市场避险情绪可能会升温，从而推动金价反弹。毕竟就在前日，美国商

务部宣布制裁 24 家参与在南海建造军事岛屿的中国企业，首次因为南

海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这是中美紧张局势的最新发展。一旦升级，将

再次点燃市场。

最后，对于下周，我们的视线将要转回中美局势上，近期有关中美

两国问题愈演愈烈，不仅仅是贸易战，地缘政治也有再次被点燃势头。

针对南海问题，中美角力不断升级，局势日益紧张。就在 8 月 25 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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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抗议美侦察机闯入军演禁区，26 日中国向南海西沙海域附近发射 4

枚中程导弹，美方随后制裁 24 家涉南海中企，军方也强硬发声。27 日，

中国又抗议美军舰当天闯入西沙领海。可见当下中美在南海的矛盾难以

化解，双方不断加强秀肌肉，言词针锋相对无异于战鼓渐鸣。加之宽松

货币政策基调未变，地缘政治方面稍有风吹草动，将是黄金上涨催化剂。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从日线图表观察来看，黄金 TD 近一月一直处于三角形震荡，上边界为阻力，下

边界是支撑，总体保持震荡走势。黄金压力：2000（430），支撑: 19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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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从日线图表观察来看，白银 TD 依旧运行于三角形区间内，目前仍未发生突破，

后期关注突破方向。白银压力：28、29（6150、6400），支撑：26.5、26（5850、

5700）。

下周关注：

周一 8月 31 日 22:30 美国 8月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指数

周二 9月 1日 21:45 美国 8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

周三 9月 2日 20:15 美国 8月 ADP 就业人数(万人)

周四 9月 3日 20:30 美国至 8月 29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周五 9月 4日 20:30 美国 8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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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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