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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7月 26日——7月 30日

本周美国经济增长不及预期，通胀高升，出现滞涨迹象，美联储利率决议显

鸽派，美元大幅下挫，黄金在 1790（373）上方企稳，重回前期高点。

周一美国新屋销售意外跌至 2020 年 4 月以来新低，疫情带来的避险需求支

撑和美联储缩表预期压力共存，美联储会议前，市场偏向谨慎，黄金维持窄幅区

间波动；周二 IMF 上调 2021 年美国经济预期增速，美国 6月耐用品订单数据低

于预期，美三大股指收跌，美元小幅下滑，国际金价维持窄幅波动,等待周四凌

晨美联储议息决议；周三凌晨美联储议息会议毫无新意，基本符合市场预期，高

通胀没有提升美联储加息紧迫感，美元收跌，黄金低位快速上涨，回归反弹高位；

周四美国 GDP 不及预期，通胀却超预期，经济复苏存不确定性，美元继续下挫，

黄金大幅上涨，冲击前期反弹高点。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829 美元，上涨 28.19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涨

4.23 元，最新报价 380.69；国际白银报价 25.61，上涨 0.46 美金，白银 TD 上

涨 81 元，最新报价 5342。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周一公布的 6月美国新屋销售总数年化录得 67.6 万户，大

幅低于市场预期的 80 万户，和前值的 72.4 万户，并创下 2020 年 4 月以来的最

低值。此外，6月新屋价格同比上升 6.06%，但环比则录得近 5%的下跌。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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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陷入停滞。周二公布的公布的美国 6月耐用品订单月率仅

录得 0.8%的增长，远低于预期的 2.1%和前值的 3.2%。周四公布的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 6.5%，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8.5%。同日公布的美国至 7月 24 日当周初请

失业金人数录得 40 万人，虽然低于前值的 41.9 万人，但高于预估值的 38 万人。

通胀方面，美国第二季度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化季率初值录得 6.1%，高于预估

值得的 5.7 和前值的 2.7%，并创 1983 年第三季度以来新高。美国第二季度实际

个人消费支出季率初值高达 11.8%，前值为 11.4%。数据显示美国的房屋市场出

现负增长，就业市场，耐用品消费市场增长停滞，GDP 自然就表现得不如人意，

于此同时，通胀却是屡创新高。高通胀和低增长，引发市场对经济出现滞涨的担

忧。

本周备受瞩目得美联储 7月议息会议宣布维持利率及资产购买不变。会议声

明继续重申“通货膨胀率上升，主要反映了暂时性因素”。鲍威尔讲话也是毫无

新意。鲍威尔承认“通胀率现在远高于我们的目标”，但是仍认为高通胀是短暂

的，“将在未来几个月保持高位，然后放缓”。同时表示“美联储还没有就何时

削减购债做出任何决定”，“现在不是考虑提高利率的时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整体透露的信息和上次会议没有实质性区别，显示超预期的高通胀没有促

使美联储加快削减 QE。利率决议偏鸽派，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信息公布后美元

承压走软，黄金上扬。美元和黄金回归负相关，美元走软给黄金带来支持。

疫情方面，elta 变异毒株持续扩散，日本东京 29 日报告新增 3865 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单日增幅创历史新高。由于疫情蔓延，缅甸实施新冠防疫限行令

的地区已经达到了 98 个，限行区域接近全国三分之一。德国计划实施更严格入

境限制，德国联邦卫生部正计划扩大要求入境者进行病毒测试的范围，即无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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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哪里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入境，所有进入德国的人员未来都应该提供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之前仅对来自于高风险地区的人群做测试。同时美国拟恢复已接种疫苗

人群在特定情况下的室内“口罩令”。沙特宣布自 8月 1日起，将禁止未接种新

冠疫苗的本国居民进入公共和私人机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参加群体性活

动。疫情恶化引发的防疫措施升级将给正在复苏的经济带来严重伤害，目前仍无

法判断疫情何时得到控制，多位医学专家警告称做好病毒长期存在的准备，经济

复苏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缓解美联储加快收紧 QE 的紧迫性，利好黄金。

另外，目前由于美企业财报表现亮眼，市场重回风险偏好，并未对日益严重

的疫情定价，本周将公布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一旦数据低于预期，市场恐慌情绪

有可能集中爆发，警惕金价有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短期美联储的鸽派货币政策

及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给黄金带来支持。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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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TD 在 374 上方企稳，形成箱型整理，日线结构偏多头，关注箱型突破，

预计短期维持震荡反弹态势。操作上逢低做多。

黄金压力：1835，1860（381，385），支撑：1810（375）。

。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在 5200 一带震荡企稳，日线形成上涨结构，有进一步向上反弹迹象，

但周线级别的跌势短期难以撼动，短线看反弹，但空间有限，5500 强阻短期很

难逾越。操作上可逢低短多，新低止损。

白银压力：26.00，26.40（5400，5480），支撑：25.0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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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关注：

周一 8月 02 日 21:45 美国 7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

22:00 美国 7月 ISM 制造业 PMI 率

22:00 美国 6月营建支出月率

周二 8月 03 日 22:00 美国 6月工厂订单月率。

周三 8月 04 日 20:15 美国 7月 ADP 就业人数(万人)。

21:45 美国 7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终值

22:00 美国 7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22:00 美国 6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周四 8月 05 日 19:30 美国 7月挑战者企业裁员人数(万人)

20:30 美国至 7月 31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0:30 美国 6月贸易帐(亿美元)

周五 8月 06 日 20:30 美国 7月失业率

20:30 美国至 7月 31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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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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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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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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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锦社区布心路 3033 号水贝壹号 A座

3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