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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疫情持续恶化，美联储维持鸽派基调，美元

回落，黄金强劲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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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03月 29日——04月 02日

本周欧美疫情持续恶化，疫苗接种取得积极进展，IMF 上调经济预期，美联

储继续释放鸽派信号，叠加上周拜登官宣的 2万亿基建计划，市场风险偏好高涨，

黄金持续上扬，创反弹新高。

周一美国 PMI 表现靓丽，美三大股指上扬，美元继续大幅下挫，黄金延续

反弹。周二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量连续六周上升， IMF 再次上调经济预期。

美元指数、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均出现回落，黄金继续走高。周三宽松货币政策

撤出提上欧美央行议题，各国央行在 2月重启净买入黄金模式，美债收益率、美

元、黄金小幅震荡。周四变异病毒感染扩散，欧美疫情持续恶化，美联储淡化通

胀威胁，强调鸽派指引，市场风险情绪高企，美元、美债收益率下挫，美三大股

指上扬，黄金大幅反弹并创反弹新高，黄金 TD 最高触及 372.48。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745 美元，上涨 17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涨 2.24

元，最新报价 370.29；国际白银报价 25.14，上涨 0.22 美金，白银 TD 上涨 40

元，最新报价 5267。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周一公布的美国 3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上升至 63.7，好于

预期 59，创 2008 年以来的新高；美国 3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终值录得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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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刷 2014 年 7 月以来新高。数据显示在疫苗陆续接种，叠加大规模经济刺激，

美国经济正在超预期的快速复苏。周三公布的美国 2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为

711 亿美元，高于 1月份修正后的 678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且进出口同步下

降。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 3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高于预期，录

得 74.4 万人，两周前短暂跌至 70 万人以下后，美国首申人数再次抬升。显示疫

情持续恶化，生产生活仍未能完全恢复，严重抑制了贸易、消费及就业。

疫情方面，当地时间 6日，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声称上周全

球新增病例数量超过 400 万。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量连续六周上升，欧美洲

多国的新增病例显著增加。有新闻报道加州旧金山地区新增 5例感染了在印度发

现的“双突变”变异新冠病毒，该变异新冠病毒可能更具传染性，并降低现有疫

苗的效力。对于疫情的持续恶化，拜登加快了疫苗接种进程，宣布将新冠肺炎疫

苗接种资格提前放宽，4月 19 日之前在全美各州向 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全面开

放新冠疫苗的接种，而之前的计划是 5月 1日。如果疫苗对变异病毒无效，市场

有可能陷入新的恐慌。

周四凌晨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维持当下宽松的货币政策，，

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好转，但仍远未达到长期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一段时间，

目前的宽松政策是适宜的。对于近期收益率的上升认为是市场对经济改善的反

映，一再强调通胀压力是短暂的，暗示美联储对近期收益率的上升持放任态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纪要显示鲍威尔认为货币市场利率可能面临下行压力，在

即将召开的会议甚至会议之间调整管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而早些时候欧洲央行

管委诺特表示，如果经济符合央行的预测，欧洲央行将从第三季度开始逐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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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并在 2022 年 3 月结束购买计划。是否意味着欧美

此轮宽松接近尾声？疫情终将过去，一切都回归正轨，收益率将维持上行趋势，

给黄金带来压力。而短期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及疫情的不确定性支持金价持续反

弹。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黄金整体仍处于自 449 以来的下跌趋势当中，目前面临趋势线压力，短期底

部形成类似箱型整理，虽然价格短暂上穿箱型，但能否有效突破还有待观察。目

前是一个中期方向选择的关口，上破将展开大级别的反弹，反之将延续跌势刷新

低点，同时也将是近期最后一跌。关口位置，建议观望，等待明确信号再入场，

短期预计维持震荡走势，激进的可跟随分时结构高抛低吸短线交易，严格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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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压力：1770-75（373-75），支撑：1720（363,360）。

。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虽然出现一定幅度反弹，但只要不突破 5500 一线，隐含的头肩顶结

构依然有效，目前在颈线位置波动，而且日线保持下跌结构，整体还是处于下跌

趋势当中，短线关注自 6000 以来形成下跌趋势线压制。

白银压力：25.80（5340,5400），支撑：24.50，24.00（5150，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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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关注：

周三 4月 14 日 00:00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办题为“种族主义和经济：专注

于经济学界”的线上活动，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主持，发言

者包括 2021 年 FOMC 票委博斯蒂克、堪萨斯城联储主席乔治、

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和波士顿联储主席罗森格伦。

周四 4月 15 日 00:0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

02:00 美联储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

02:30 FOMC 永久票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路透金融社

区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上发言。

03:00 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就货币政策框架发表讲话。

20:30 美国至 4月 1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0:30 美国 3月零售销售月率(%)

23:30 2021 年 FOMC 票委、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发表

讲话。

周五 4月 16 日 02:00 2021 年 FOMC 票委、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就金融稳定

和货币政策发表讲话。

03:45 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在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发表讲

话。

10:00 中国第一季度 GDP 年率(%)

20:30 美国 3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万户)

20:30 美国 3月营建许可总数(万户)

22:00 美国 4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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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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翠绿金业投研部（以下简称翠绿金业）向其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

简称客户）提供，无意针对或打算违反任何地区、国家、城市或其它法律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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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中的数据和信息来源于各机构公开发布的信息，我公司力求报告内容

及引用资料、数据的客观和公正，但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成性不做保证。报告中

的任何建议仅代表报告当日的观点，仅供阅读者参考，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

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金融产品的依据。因市场突变原因或其它原因，翠绿金

业可能发出其它与本报告内容不一致或不同的论，翠绿金业无法去更新本报告且

无义务去通知收到本报告的客户，翠绿金业不对使用本报告操作导致的损失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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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面向翠绿金业客户，用作新媒体形势下研究信息和研究观点的沟

通交流。非翠绿金业客户，请勿订阅、接收或使用本订阅号中的任何信息。

本报告的引用不存在任何商标、图标、内容等侵权行为，如与任何机构有相

关引力冲突或不当，请及时联系翠绿金业投研部。翠绿金业保留对本报的一切权

利。

联系方式

翠绿金业投研部

服务专线： 0755-25685948-8018

传真： 0755-25683500

网址： http://www.clg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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