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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维持强劲复苏，同时通胀飙

升，鲍威尔鸽声嘹亮，美元、黄金双双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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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7月 12日——7月 16日

本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通胀远超预期，鲍威尔证词显鸽派，美债收益率不断

下跌，黄金突破近期震荡区间，最高报价 1834.14（381.04）。

周一拍卖的 10 年期美债得标利率创 2月以来新低；美 6月通胀预期刷新历

史高位。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全球主要股市上涨，美元区间震荡，黄金触底回升。

周二美国 6月 CPI 数据创近 13 年以来新高，美联储再发鹰语，收紧 QE 预期急剧

升温，美元大幅飙涨，美三大股指收跌，黄金宽幅震荡。周三 6月通胀超出预期，

鲍威尔在国会的证词却释放偏鸽信息，美元及美债收益率双双下挫，市场转入再

通胀交易，黄金飙涨并突破之前的震荡区间。周四中国第二季 GDP 超预期，美周

初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鲍威尔鸽声不断，美元回升，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跌，

黄金高位震荡维持强势。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823 美元，上涨 15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涨 3.33

元，最新报价 379.55；国际白银报价 26.16，上涨 0.05 美金，白银 TD 上涨 69

元，最新报价 5418。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周二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无疑最为重要。数据显示 6月份美

国 CPI 环比上涨 0.9%，创 2008 年 6 月份以来最大涨幅；美国 6月 CPI 同比增长

5.4%，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4.5%，高于预期，

并创 1991 年 11 月以来最大涨幅。其中二手车指数上涨 10.5%，占 CPI 增幅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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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周三公布的美国 6月 PPI 年率录得 7.3%增长，美国 6月核心 PPI 年

率录得 5.6%，均远超预期并创历史新高。PPI 及 CPI 数据显示美国近期通胀高企，

虽然美联储一再强调通胀是暂时的，面对一路高涨的 CPI，市场依然担心在通胀

压力下，美联储不得不提前缩减 QE。周三公布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美联储在2022年12月加息的可能性为90%，在2023年1月加息的可能性为100%。

另外周四公布的美国至 7月 1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录得 36 万人，

符合预期，低于前值，续刷去年 3月 14 日当周以来新低。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

场持续取得进展。

在高通胀当前，美联储玩起了太极，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表鹰派讲话，而鲍威

尔自始至终表露鸽派立场。周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现在是撤回刺激

措施的时候了，并支持 2022 年加息。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表示，目前开始讨

论缩减购债是合适的，但谈论加息为时尚早。

周四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表示可能需几个月的时间来确定缩减购债规模

的时机。如果年底失业率达到 4.5%，美联储可能会调整政策。同日圣路易斯联

储主席布拉德则表示，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是时候结束这些紧急

措施了。

周三、周四鲍威尔在国会就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作证词陈述却是透露出偏鸽

信息，鲍威尔承认美联储已经开始讨论缩减购债，并将在 7月会议上讨论缩减购

债的时机和形式。但坚持通胀是暂时的，称目前通胀虽超预期，但在未来几月走

高后会放缓，并很快就能知道更高的通胀是否是暂时的。鲍威尔认为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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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力市场正在改善，但距离改变货币政策所需的门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过早采取行动是错误的。鲍威尔的表态和市场预期出现明显偏差，美元、美债收

益率下挫，金价一举突破震荡区间，并在高位收盘。

疫情方面，德尔塔新冠病毒毒株在 104 个国家持续蔓延，多国新增确诊人数

持续攀升，据美国疾控中心，截至美东时间周四，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

33797400 例，日前为 33758532 例；当地时间周四，东京报告新增 1308 例新冠

确诊病例，这也是该地区近六个月以来的新高；据印尼卫生部门报告，该国周四

新增 56757 例新冠病例，再创历史新高。另外泰国的疫情也处于爆发阶段，疫情

蔓延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给避险资产美元及黄金带来支撑。

整体而言美国经济保持复苏态势，通胀超预期飙升，但较长一段时间内，美

联储都不太可能收紧 QE，同时疫情给经济复苏增添不确定性。股市、美元、黄

金同步走强，美债收益率持续下滑，表明市场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中保持谨慎乐观，

目前整个市场环境似乎对金价非常有利，除非美联储很快收紧 QE。继续关注市

场情绪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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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黄金 TD 突破前期波动区间，再上一台阶，日线涨势明确。趋势不改不轻言

顶部，关注日线上涨趋势线支撑，后市预计维持目前震荡上行态势，多空分界点

上移至 1805（375）。

黄金压力：1850，1860（384-85，389），支撑：1820，1805（377.4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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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整体呈现震荡偏上走势，相比较黄金涨势，白银的上涨显得颇为艰

难，目前价格已突破日线下跌趋势线，一旦确定有效突破，不排除出现补涨行情。

以日线上涨趋势线为多空分界点，继续看震荡上行。同时警惕在 5500 强阻力位

走势出现反转。

白银压力：26.50-80（5500），支撑：25.80（5350）。

下周关注：

周二 7月 20 日 20:30 美国 6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万户)

20:30 美国 6月营建许可总数(万户)

周四 7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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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7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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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美国 6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

22:00 美国 6月谘商会领先指标月率

周五 7月 23 日 21:45 美国 7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

21:45 美国 7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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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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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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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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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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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