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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11月 22日——11月 26日

本周美国通胀持续飙升，经济强劲复苏，鲍威尔获连任提名，美联储提前加

息的预期增强，美元、美债收益率上涨，黄金暴跌，回归 11 月金价起涨点。

周一鲍威尔获新一届美联储主席提名，多名官员发表鹰派讲话，美联储提前

缩减 QE 预期持续升温，美元、美债收益率齐齐上涨，黄金暴跌；周二美联储提

前缩减 QE 预期持续发酵，美元、美债收益率继续上扬，黄金扩大跌幅；周三美

联储会议纪要显鹰派，美国核心 PCE 创 31 年新高，周请失业金人数创 50 年新低。

美元指数继续走高，但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略有回落，美三大股指涨跌互现，黄

金小幅下跌后回升；周四美国感恩节假期，市场波动清淡，美元小幅调整，黄金

低位震荡，呈现弱势。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803 美元，下跌 42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下跌 10.5

元，最新报价 371.20；国际白银报价 23.67，下跌 0.92 美金，白银 TD 下跌 215

元，最新报价 4859。

基本面分析

周三公布的美国 10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录得 4.1%，为 1991 年来新高；

美国 10 月个人支出月率录得 1.3%，远高于预取的 1%和前值的 0.6%。美联储最

为看重的核心 PCE 数据显示通胀持续爆棚，强劲的个人支出预示的薪资通胀带来

的持续性，通胀很难是暂时的。同时公布的美国至 11 月 2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

数录得 19.9 万人，低于预期的 26 万人，并创 52 年新低。通胀远超过美联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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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线，就业强劲增长，几乎完全满足美联储收紧货币的前提条件，市场也几乎

完全定价美联储将提前加息。数据公布后美元仍录得上涨，但黄金小幅下跌后回

升。

周四公布了备受瞩目的美联储会议纪要，纪要显示会议上讨论了通胀担忧和

缩减购债规模。与会者认为价格回落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

多位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居高不下，他们对加快结束购债计划，并加快迈向升

息持开放态度。整个纪要显示鹰派。

另外本周多位美国官员发表了鹰派言论，周一美联储博斯蒂克表示，通胀数

据将继续强劲增长，加息可能提前至 2022 年，但也可能会根据疫情的发展而推

迟加息。同日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敦促美联储尽快开始加息，他表示，为避免通胀

失控，美联储应该比预期更早给经济刺激措施踩刹车，并在 2022 年初开始加息。

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对加息的态度出现明显转变，她在周三表示，不会对明年一

或两次的加息感到惊讶。戴利认为通胀和失业率都会上升，美联储正试图平衡两

项任务以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叠加会议纪要，整个美联储显得“鹰”气十

足。

周一美国白宫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并将提名

布雷纳德为美联储副主席。鲍威尔的连任保证了美联储政策的连续性，美联储或

更容易展现鹰派立场。在市场“鹰”气炸裂的情形下，市场已给予充分预期，一

旦有迹象显示预期有可能出现障碍的，市场有可能对此做出过激反应，也是所谓

的盛极必衰。维持通胀主导中期方向的观点，只要通胀没有缓和的预期，都将给

黄金带来支撑，金价下行空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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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黄金 TD 跌破高位震荡整理区间后大幅下挫，回归之前密集成交区，期待的

单边涨势宣告失败，整体形态呈现宽幅震荡，目前处于震荡区间底部区域，支撑

依然存在，激进的仍可尝试低吸，短线有望迎来反弹。

黄金压力：1820，1830（372.50，375），支撑：1788，177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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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日线大幅回调，测试上升通道底边支撑，日线上涨结构保持完好，

操作上仍可趁机低吸，破位止损。

白银压力：24.00，24.50（4920，5020），支撑：23.20-00（4790，4740）。

下周关注：

周二 11 月 30 日 04:00 FOMC 永久票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纽约创新中

心(NYIC)举办的一个虚拟活动上发表讲话。

04:05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纽约联储举办的创新性大会上致

开幕词。

06:05 美联储理事鲍曼就央行和美国经济发表讲话。

09:00 中国 11 月官方制造业 PMI。

18:00 欧元区 11 月 CPI 年率初值

22:00 美国 9月 FHFA 房价指数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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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美国 9月 S&P/CS20 座大城市房价指数年率

22:45 美国 11 月芝加哥 PMI

23:00 美国 11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23:0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美国财长耶伦出席美国参议院金

融委员会会议，讨论 CARES 法案。

23:30FOMC 永久票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纽约联储举办

的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会议上发表讲话。

周三 12 月 01 日 21:15 美国 11 月 ADP 就业人数(万人)

22:45 美国 1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

23:00 美国 11 月 ISM 制造业 PMI

23:00 美国 10 月营建支出月率

23:0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美国财长耶伦出席美国众议院金

融服务委员会会议，讨论 CARES 法案。

周四 12 月 02 日 03:00 美联储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

18:00 欧元区 10 月失业率。

20:30 美国 11 月挑战者企业裁员人数(万人)

21:30 美国至 11 月 27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周五 12 月 03 日 00:00 2021 年 FOMC 票委、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发表讲

话。

00:30 2021 年 FOMC 票委、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里奇蒙德联

储主席巴尔金参加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的“劳动力市

场状况”线上非正式谈话。

21:30 美国 11 月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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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美国 11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万人)

22:15 2022 年 FOMC 票委、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发表讲话。

22:45 美国 11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终值

23:00 美国 11 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23:00 美国 10 月工厂订单月率

23:00 美国 10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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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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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数据和信息来源于各机构公开发布的信息，翠绿金业力求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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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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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翠绿金业投研部

服务专线： 0755-2568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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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