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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疲软，通胀预期降温，加密货币暴跌，

市场现金充裕，黄金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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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05月 17日——05月 21日

本周美国经济数据表现疲软；美联储会议纪要透露鹰派信号；市场对通胀预

期降温；各国加大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充裕的资金供给仍给金价带来支撑。美元

表现疲软，黄金大幅上涨，不断刷新反弹高点。

周一美国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美联储官员强调通胀风险，但仍支持维持目前

的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走软，黄金大幅上涨，不断刷新高点；周二美伊谈判取得

进展，美元指数刷新近期新低，黄金冲高后小幅回落，呈现高位震荡；周三美联

储会议纪要暗示讨论 QE，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触底反弹，黄金冲高回落；周

四美国加强对加密货币的监管，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巴已达成停火协议，通

胀预期降温，市场重回风险偏好，欧美股市强劲回升，美元走软，黄金维持高位

震荡。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875 美元，上涨 33.40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涨

8.35 元，最新报价 389.25；国际白银报价 27.66，上涨 0.26 美金，白银 TD 上

涨 91 元，最新报价 5677。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本周数据不多，但一改之前的强劲表现，周一公布的美国 5

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录得 24.3，高于预期的 23.9，但低于前值 26.3，基本符

合预期。周二公布的美国 4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万户)录得 156.9 万户，低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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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预期的 173.3 及 171；美国 4月营建许可总数(万户)录得 176 万户，略低于

预期 177 万户，高于前值 175.9 万户。数据显示疫情对新屋开工仍带来影响。周

四公布的美国至 5月 15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录得 44.4，低于预期 45，

也低于 47.8 的前值；同日公布的美国 5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录得 31.5，低于

预期的 43，大幅低于前值 50.2。多项数据表现疲软，缓解市场对经济过热的担

忧。

本周美联储官员继续密集发声，显示美联储内部就通胀及收紧货币路径出现

分歧。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周一表示，美国经济处于“非常动荡的时期”，再

度强调通胀上行可能是暂时的，并表示如果数据有推高通胀预期的危险，美联储

就会采取行动。周四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普兰再度呼吁尽早讨论逐步减少

量化宽松，并称需求强劲且正在改善，但劳动力供应方面存在问题，随着时间的

推移应该会得到解决。两位官员释放鹰派信号。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则发

表鸽派讲话，周一再度强调现在不是考虑调整美联储政策的时候。

美联储周四凌晨公布的 4月份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认为经济仍远未达到目

标，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还需要一段时间。纪要同时显示许多官员认为如果经济复

苏接近目标，在下次会议调整 QE 是合适的。美联储对通胀的预期大体不变，目

前的上升是短暂的，将维持在 2%附近。但仍有几位官员表达对通胀的担忧，认

为应该制定政策应对。

纪要还显示美联储首次讨论缩减 QE，并表达了对通胀的担心。纪要透露出

的鹰派气息加剧了市场对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提振美元，美元指数



~ 4 ~

止跌反弹，黄金上涨。纪要和多位美联储官员讲话均显示目前阶段，美联储内部

出现鹰鸽两大阵营。美联储对货币路径的摇摆不定，使得经济数据成为近期市场

焦点，市场波动率因此提升。

疫情方面，印度新增确诊人数呈现回落态势。同时疫苗接种取得积极进展，

拜登首次承诺，美国将向其他国家提供 8000 万剂疫苗。另外巴以双方在周五达

成停火协议，美伊谈判也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中国加强对

近期飙升的大宗商品价格的监管，打压了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周四美国 10 年期

通胀保值债券（TIPS）盈亏平衡通胀率跌至低点，报 2.44%，显示市场对通胀预

期降温。一系列利好极大提振了市场风险偏好，美股大幅反弹。

资金供给方面，虽然美联储对通胀前景及货币路径模糊不清，但没有任何迹

象表明短期结束目前的宽松，叠加近期中国和美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升级，大量

资金从币圈流出，市场现金充裕。周四利率为 0%的美联储隔夜逆回购操作规模

达到 3511 亿美元，较周三增加 570 亿美元，为四年多以来最高水平，显示市场

大量的现金寻找出路。市场风险偏好及充足的现金将继续给证券市场及黄金带来

支撑。但这些情绪均维持在目前的货币宽松前提下，一旦美联储透露出货币收紧

信号，市场情绪有可能将快速反转，充裕的现金同样给下跌带来足够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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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黄金 TD 加速上扬后在强阻力区域（2075-1676（449-353）跌幅的 50%-61.8%

反弹位之间）形成高位震荡，日线出现长上影，显示上方压力，但分时、日线上

涨结构保持完好，目前还不足以判断涨势结束，但短期上方空间有限，关注高位

震荡区间突破及分时结构转换，可以 386-384 为近期多空分界点，一旦下破将展

开调整，下方目标 1800（378）一线，反之仍将延续涨势。建议观望等待进一步

信号。

黄金压力：1900（393），支撑：1851,1843（38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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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短暂突破上升通道后，在 2020 年 9 月以来的高点 6000 附近受阻，

重回通道中，短期转入区间震荡调整。

白银压力：28.30-75（5840,5930），支撑：27.30，26.90（5600-5580）。

下周关注：

周二 5月 25 日 00:00 2021 年 FOMC 票委、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就应

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发表讲话。

22:00 美国 4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

22:00 美国 5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22:00 美国 5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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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5月 27 日 03:00 美联储理事夸尔斯就经济前景发表讲话。

20:30 美国至 5月 22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0:30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修正值(%)

20:30 美国 4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22:00 美国 4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周五 5月 28 日 20:30 美国 4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

20:30 美国 4月个人支出月率(%)

20:30 美国 4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月率(%)

21:45 美国 5月芝加哥 PMI

22:00 美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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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