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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强劲复苏，通胀飙升，美联储陷入纠结，金

银随大宗商品、加密货币大幅上涨。晚间美国非农来

袭，关口位置，有可能出现巨幅震荡，系好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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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05月 03日——05月 07日

本周印度疫情继续恶化，美联储改口提示当下通胀风险，巴西央行宣布加息，

英央行也加快收紧步伐，美元低位震荡走软，黄金突破关键阻力震荡上扬，并创

出自 2月 17 日以来新高。

周一至周三中国五一劳动节长假，中国市场休市，期间，美国 ISM 数据低于

预期，推动国际金价飙涨逾 30 美金，耶伦的加息言论加剧市场波动；周四中国

市场开盘，美联储金融稳定报告提示通胀风险，黄金飙涨，突破关键阻力 1800

（377）。周五将公布美国 4月非农就业数据，预计市场仍将出现大幅波动。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821 美元，上涨 53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涨 8.85

元，最新报价 379.30；国际白银报价 27.36，上涨 1.47 美金，白银 TD 上涨 303

元，最新报价 5636。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周一公布美国 4月 ISM 制造业 PMI 录得 60.7，远低于预期

的 65。数据公布后金银跳涨，美股、美元小幅走低。周二公布的美国 3月贸易

帐录得-744 亿美元，续刷历史新低。由于美国经济复苏远超其他国家，逆差还

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周三公布美国 4月 ADP 就业数据录得 74.2 万人，为 2020

年 9 月以来最高，远高于前值（前值也从 51.7 万人上修至 56.5 万人），略低于

预期的 80 万人。另外同时公布的美国 4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终值录得 64.7,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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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最高水平；另外美国 4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意外降至 62.7，不及预期的

64.3，但高于 50 仍显示行业处于增长。

数据表明美国经济保持近期强劲复苏态势，多项数据刷新纪录，但不及预期，

说明市场情绪过于乐观，一旦数据表现不佳，甚至低于前值，市场情绪容易出现

逆转。如果仅是不及预期但远大于前值，仍会加剧市场对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加

大的担忧，利好金价。重点关注晚间的美国 4月非农就业数据，不管表现如何，

在这关口位置，市场都可能出现大幅波动。

疫情方面，印度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仍在创新高，局势严峻，而且多国出现印

度变异病毒感染者。疫苗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在 7月 4日之前让 70%的美国

成年人接种至少 1剂新冠疫苗、1.6 亿美国成年人接种两剂疫苗的目标。 拜登

表示，美国可以出口更多新冠疫苗来帮助其他国家。据悉美国将支持一项豁免对

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保护的提案，为全球增加疫苗供应，德国总理则表示反对该提

议。目前虽然局部疫情仍在恶化，但由于疫苗的陆续接种，市场对经济复苏保持

乐观预期，潜在的风险在于疫苗对变异病毒的有效性及贫困国家能否及时接种疫

苗。

由于经济持续强劲复苏，多国通胀数据显示通胀压力加大。巴西央行本周宣

布加息；另外英国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大幅上调经济预期同时放缓了每周债券购

买步伐；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世界必须为利率上升做好准备，关注美国

表现。市场同时转入再通胀交易，加密货币、大宗商品价格飙涨，铜价接近历史

高点，金银也大幅回升，美联储在此时也变得摇摆不定，4月利率决议还一

致认为通胀是暂时的，本周多位美联储官员表达不同看法，美国达拉斯联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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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卡普兰表示，还没决定通胀（上升）是持续的还是暂时的，如果通胀上

升不是暂时的，则原因包括强劲的需求和劳动力短缺；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

表示，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胀存在上行风险；美联储正在密切监控通胀。

周四（5月 6日）公布的美联储金融稳定报告提到当前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四

大潜在风险，最高风险是“疫苗抵抗力变异”，其次是“实际利率急剧上升”及

“通货膨胀激增”，还有加密货币。耶伦则直接表示：“为了确保经济不会过热，

可能需要提高利率。”虽然事后做了补救，声称加息“不是我的预测或推荐”。

但种种迹象表明，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通胀压力加大，而美联储宽松仍将持续

较长时间，将加速通货膨胀，黄金作为抗通胀资产将重新得到市场追捧。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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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TD 短暂刺破 370 后强劲回升并创出新高，目前触及强阻力 380 一线，

整体上涨结构保持完好，短线预计在 380 附近有所反复，消化 380 阻力。可以

375 为近期多空分界点继续看反弹，反弹第一目标看 449.45-353 跌幅的 0.382

位 390 附近。

黄金压力：1827,1846-55（380，390），支撑：1800,1786（375）。

。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自 4935 形成上涨趋势保持完好，从更大周期看整体仍处于

4600-6000 的宽幅震荡，站上 5500 上方有望回归区间顶部区域 5800 一带，关注

上升趋势线支持，不建议追高，激进的等待回调低吸机会，保守的则等待区间顶

部做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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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压力：28.00-30（5760,5800），支撑：26.50（5530）。

下周关注：

周二 5月 11 日 02:00 2021 年 FOMC 票委、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就经济前

景发表讲话。

09:30 中国 4月 CPI 年率(%)

周三 5月 12 日 00:00 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发表有关经济前景的讲话。

01:00 2021 年 FOMC 票委、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参与一个银

行业会议的炉边谈话。

01:15 2021 年 FOMC 票委、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在扶

轮社一个会议上就经济前景发表讲话。

20:30 美国 4月未季调 CPI 年率(%)

20:30 美国 4月季调后 CPI 月率(%)

21:00 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出席全美商业经济协会有关疫

情后全球经济全球座谈会的主持讨论。

周四 5月 13 日 20:30 美国至 5月 8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1:30 美国 4月 PPI 月率(%)。

周五 5月 14 日 01:00 美联储理事沃勒就美国经济前景发表讲话。

20:30 美国 4月零售销售月率(%)

22:00 美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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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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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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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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