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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06月 13日——06月 17日

周初 75 基点加息预期提振美元大幅上涨，黄金跌至大区间底部区域，周四

美联储如期加息 75 基点，靴子落地，美元重挫，黄金低位反弹。

周一由于高通胀，市场对美联储加息 75 基点预期升温，美元指数创 20 年新

高，黄金惨遭打压，完全回吐上周五涨幅并刷新低点。周二美国 5月 PPI 维持高

位，美联储会议前加息 75 基点概率升至 90%，美元维持强势，黄金进一步下跌。

周三美国 5月零售数据创半年新低；美联储加息 75 基点，鲍威尔称不会成为常

态。美元、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调，黄金低位反弹。周四美国周请失业金人数超预

期，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主导市场，美元、美股重挫，黄金重拾升势。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848 美元，下跌 22.25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涨

0.80 元，最新报价 397.80；国际白银报价 21.89，上涨 0.024 美金，白银 TD

上涨 69 元，最新报价 4748。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周二公布的美国 5月 PPI 年率录得 10.8%，略低于预期和前

值的 10.9%；美国 5月 PPI 月率录得 0.8%，符合预期，高于前值的 0.4%，维持

在高位运行。周三公布的美国 5月零售销售月率录得-0.3%，大幅低于预期的

0.2%，和前值的 0.7%，并创 2021 年 12 月以来新低。高通胀削弱了美国人的消

费能力。同日公布的美国 6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录得-1.2，大幅低于预期的 3，

但高于前值的-11.6。周四公布的美国至 6月 11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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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得 22.9 万人，高于预期的 21.5 万人，低于前值的 23.2 万人。美国 6月费城

联储制造业指数录得-3.3，大幅低于预期的 5.5，低于前值的 2.6。美国 5月新

屋开工总数年化(万户)录得 154.9 万户，低于预期和前值。美国 5月营建许可总

数(万户)录得 169.5 万户，均低于预期和前值。本周数据表现均差于预期，同时

通胀没有缓和迹象，加剧市场对经济的担忧。

由于美国 5月 CPI 数据创 40 年新高，市场对美联储鹰派程度预期不断上升，

周二利率市场显示美联储 6月加息 75 个基点的概率高于 90%。周四美联储如期

加息 75 基点。鲍威尔表示，加息 50 个基点或 75 个基点为下次会议的选项，75

个基点的加息不会成为常态。会后 CME 美联储观察显示，美国利率期货定价美联

储在 7月有 93.4%的概率加息 75 个基点，9月加息 50 个基点的概率为 55%。美

联储 OIS 掉期交易显示美联储 7月加息 75 个基点的概率为 61%。

美联储同时上调年内 PCE 通胀预期至 5.2%，2.6%，2.2%，核心 PCE 通胀预

期为 4.3%，2.7%，2.3% %，同时下调今明后三年 GDP 增速预期，上调 2022 年-2024

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中值至 3.4%，3.8%，3.4%。

对于本次会议美联储的激进鹰派表现，市场走出了买预期卖事实的走势，美

元高位小幅下滑，黄金自区间低位反弹。随后公布的经济数据均大幅低于预期，

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笼罩市场，欧美股市重挫，美三大股指再度刷新调整低点，

美元、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黄金强劲反弹。表明市场焦点回归经济本身，在高

通胀及加息的双重压力下，经济难有好的表现，避险需求给黄金带来支撑。后续

重点关注经济数据表现，美联储将在经济及通胀之间做何选择。另外不断上升的

利率仍将给美元带来实质性支撑，从而给黄金的上升带来压力，综合看仍是上有

压力，下有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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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拉长时间看，黄金 TD 一直维持宽幅震荡，近期在美联储激进加息的情形下

也未能跌破区间，短期也难有动力摆脱目前的区间波动。

黄金压力：1880，1908（405），支撑：1820（393）。



~ 5 ~

。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在前期低点附近寻得支撑，展开较为强劲的反弹，回归区间中位上

方，整体维持区间波动。如果继续走高，将是第三次考验区间顶部压力，有没有

可能突破？

白银压力：22.60（4800-30），支撑：21.30（4630）。

下周关注：

周三 06 月 22 日 00:00 2022 年 FOMC 票委、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发表讲话。

22:0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半年度货币

政策报告做证词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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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06 月 23 日 00:50 2023 年 FOMC 票委、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就美国经济

前景发表讲话。

01:30 2023 年 FOMC 票委哈克和 2024 年 FOMC 票委巴尔金参加

关于宏观经济前景的讨论。

16:00 欧洲央行公布经济公报。

20:30 美国至 6月 18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0:30 美国第一季度经常帐(亿美元)

21:45 美国 6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

21:45 美国 6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

22:0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就半年度

货币政策报告做证词陈述。

周五 06 月 24 日 22:00 美国 6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22:00 美国 5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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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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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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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lg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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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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lgold.com
http://www.clgol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