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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强劲，市场对美联储提前缩减

QE 预期升温，美元飙涨，黄金自高位大幅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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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



~ 2 ~

本周行情回顾：05月 31日——06月 4日

本周全球经济保持强劲反弹态势，市场对美联储提前收紧 QE 预期持续升温，

美元底部震荡反弹，黄金冲高乏力掉头大幅下挫。

周一经合组织上调全球及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宗商品持仓大幅降

低。美元走软，金价小幅上涨；周二美国制造业数据表现出色，美联储联邦基金

利率自 4月末以来首次下降，美元指数低位震荡，黄金冲高回落；周三经济褐皮

书显示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美联储提前收紧 QE 预期升温，美元回落，黄金小幅

反弹回归高位； 周四美国 5月 ADP 就业人增加近百万人，美联储提前收紧货币

预期升温，美元指数刷新 3周高点，国际金价跌逾 45 美金，创 2月以来盘中最

大跌幅。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871 美元，下跌 31.6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下跌

6.74 元，最新报价 382.11；国际白银报价 27.35，下跌 0.54 美金，白银 TD 下

跌 88 元，最新报价 5530。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周二公布的美国 5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录得 62.1，高

于预期及前值均为 61.5，连续二个月创下新高，并创 2007 年 5 月有记录以来新

高。同日公布的美国 5月 ISM 制造业 PMI 录得 61.2，高于预期及前值的 60.7。

虽然 PMI 数据表现强劲，细分数据显示工厂库存及商业库存几乎没有增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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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放带来的需求释放，推动制造业回升，在原材料及人工供应短缺的情形下，

极易造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大，数据公布后美元、黄金双双下跌。周四公布

的美国 5月 ADP 就业人数录得增加 97.8 万人，增幅创去年 6月以来新高；至 5

月 29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38.5 万人，续刷去年 3月 14 日当周以来新低；

5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录得 70.4，高于预期和前值；5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录

得 64，也高于预期和前值，并双双创下有记录以来新高。就业数据强劲表现提

振市场对周五晚间非农数据的乐观预期，同时一直悬而未决的对美联储提前缩减

QE 的担忧全面爆发，数据公布后，美元强劲上扬，黄金大幅下挫，国际金价跌

幅逾 45 美金。

周四凌晨公布的美国经济褐皮书显示，从 4月初到 5月下旬，美国经济保持

温和复苏态势，比上一个报告期速度略快。随着疫苗接种范围扩大，疫情逐步好

转，食品、酒店和零售行业的就业增长表现强劲，未来几个月劳动力需求将保持

强劲，但供应受限，同时价格上涨压力进一步加大。

本周美联储官员讲话显示美联储内部就缩减 QE 时间仍有分歧，周三费城联

邦储备银行行长哈克表示目前应该是考虑讨论减小债券购买规模的时候了，美联

储目前每月购买 1200 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周四拥有 FOMC

永久投票权的美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现在不是采取行动的时候，还不

考虑调整购债；达拉斯联储主席罗伯特-卡普兰则表示现在开始讨论调整调整资

产购买“至关重要”。从近几周官员讲话来看，鹰派成为主流。

另外拜登的基建法案在两党扯皮中迟迟没有结果，目前据知情人士透露，拜

登愿意调整企业税改革方案，以换取共和党对 1万亿美元基建法案的支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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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周三的提案，放弃大幅提高企业税率，但设置最低 15%的税率，使得那些盈

利颇丰但不怎么交税的跨国公司承担税负。之前拜登的税改计划是将公司税率从

21%提高至 28%。就目前而言，即便拜登在税改做出让步，两党仍分歧巨大，短

期达成的协议的概率不大。

经济的强劲复苏及乐观预期，随着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叠加美联储官员释放

的鹰派信息，市场一边倒向美联储提早缩减 QE 的猜想，美联储态度没有明朗之

前，黄金将持续承压。关注周五晚间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如果数据相对于

预期值出现较大偏差，将强化或者扭转当下的市场情绪，加剧市场波动。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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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TD 反复冲击关键阻力 395 一线失败掉头向下，快速大幅下跌，跌至

353-395 涨幅 50%回调位，目前暂定义为上涨途中的回调，短线跌幅基本到位，

将迎来反弹，反弹过后还将反复测试低点支撑。晚间将公布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注意把控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高抛低吸机会。

黄金压力：1890（382,385），支撑：1850（373，370）。

。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整体保持保持 6000-5000 的宽幅震荡，目前跌破之前的上升通道，

后市有可能从区间顶部回归底部区域，可以 5660 为多空分界继续看跌。

白银压力：27.80（5600，5660），支撑：26.80,26.00（5500,5300）。



~ 6 ~

下周关注：

周二 6月 8日 17:00 欧元区第一季度 GDP 年率终值(%)

20:30 美国 4月贸易帐(亿美元)

周三 6月 9日 09:30 中国 5月 CPI 年率(%)

周四 6月 10 日 19:45 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20:30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召开新闻发布会

20:30 美国至 6月 5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0:30 美国 5月未季调 CPI 年率(%)

20:30 美国 5月季调后 CPI 月率(%)

周五 6月 11 日 22:00 美国 6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端午节假期上海黄金交易所晚盘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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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