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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如期加息 75 基点；美国

连续 2 季 GDP 录得负增长；鲍威尔

否认衰退，放飞自我。黄金摆脱底

部，一飞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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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07月 25日——07月 29日

本周美联储如期加息 75 基点；鲍威尔放弃前瞻指引，显露鸽派；美国连续

2季 GDP 录得负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美元、美债收益率双双下跌，黄金延续

上周五的涨势强劲反弹，底部显现。

周一欧央行强调大幅加息的决心，美联储加息在即，美元维持窄幅震荡，黄

金反弹回落。周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下调全球经济预期；美国消费者信心指

数不及预期。美联储加息前夕，美元回升，黄金小幅下滑。周三美联储如期加息

75 基点，鲍威尔否认美国经济衰退，并放弃前瞻性指引，鸽味隐现。美元、美

债收益率大幅回落，欧美股市飙涨，黄金强劲上扬。 周四美国第二季 GDP 意外

录得负增长，为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加剧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市场对美

联储激进鹰派加息预期大幅下调。美元、美债收益率继续下挫，美三大股指全线

上扬，黄金站上 1750（380）关口。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763 美元，上涨 36.7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涨

8.02 元，最新报价 383.70；国际白银报价 20.00，上涨 1.46 美金，白银 TD 上

涨 270 元，最新报价 4419。

基本面分析

本周公布的经济数据普遍低于预期，周一公布的美国 7月达拉斯联储商业活

动指数录得-22.6，低于预期和前值，为 2020 年 5 月以来新低。周四公布的美国

至 7月 23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25.6 万人，略高于预期的 25.3 万人，同

时也是 2021 年 11 月 13 日当周以来新高；美国第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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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得-0.9%，大幅低于预期的 0.5%，第一季为-1.6%。连续二季 GDP 录得负增长

符合技术性衰退的标准定义。美国第二季度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季率初值为 1%，

略低于预期的 1.2%，和前值的 1.8%。数据显示美国陷入衰退的机率大增。

周四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从 1.50%

至 1.75%升至 2.25%至 2.50%。该决议获得 12：0 全票通过，使得 6-7 月累计加

息达到 150 个基点，为 1980 年代以来最大幅度加息。FOMC 重申高度关注通胀风

险，如果风险可能阻碍实现通胀目标，美联储将调整政策。此外，美联储将按计

划在 9月份加速缩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每月缩减上限将升至 350 亿

美元，而国债的每月缩减上限将升至 600 亿美元。决议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鲍威尔否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称 GDP 数据确实有大幅修正的趋势，美联储

不会对美国是否陷入衰退做出判断。同时不再给出前瞻性指引，表示美联储将在

每次利率会议上视经济具体表现逐次就货币政策做出决定。选择了更灵活的方式

调控政策，增加的市场不确定性。同时也意味着鹰派程度没有进一步升级，没有

更坏就是利好，市场对此理解为偏向鸽派。市场大幅下调了美联储后期大幅加息

的预期，与美联储议息日期挂钩的掉期显示，9月加息 75 个基点的概率为 37%，

11 月加息 50 个基点的概率为 14.8%。会后美元、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美元指

数报 106.48，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收报 2.78%。欧美股市齐齐上涨，纳指更是爆涨

4.06%，黄金飙升逾 30 美金（5元人民币）。

本周欧央行继续释放积极的鹰派信号，欧洲央行管委 Kazaks 声称，9月“需

要相当大的幅度”的加息。另一位管委维斯科则表示，欧洲央行将在每次会议中

作出加息决定，但并不代表缓慢加息。欧央行鹰派程度升级将提振欧元，美元承

压，技术面看，美元指数有做头部的嫌疑，给黄金带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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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聚焦美国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由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及美财政耶伦

齐齐否认美经济衰退的可能，和经济数据的惨淡表现形成鲜明对比，8月公布的

美联储第二 GDP 修正值显得尤为重要，是否如鲍威尔说的上修。联想到之前关于

通胀暂时性的说法，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依然加剧。由于鲍威尔放飞自我，放

弃前瞻指引，具体视经济表现决定货币政策，而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和数据出现大

幅偏差，加大市场分歧，充满了不确定性，投资者有可能对经济数据做出过激反

应，从而引发市场的大幅波动。周五晚间将公布美国通胀数据，及下周的非农就

业数据，市场大幅震荡似乎不可避免。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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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TD 形成头肩底形态，日线形成新的上涨结构，反转还是反弹目前还无

法确定，上方目标暂看 388，390 一带，关注颈线 380 附近买入机会。黄金压力：

1785，1800（388，390），支撑：1700（380）。

。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底部出现低概率的三角形反转，底部明显，短线仍有冲高能力，上

方关注周线下跌趋势线 4500 附近压力，连续大幅上涨，技术面也有调整需求，

不建议追高，等待回调低买机会。

白银压力：20.20，20.50（4500，4600），支撑：19.50（4300，4250）。



~ 6 ~

下周关注：

周一 08 月 01 日 17:00 欧元区 6月失业率

21:45 美国 7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

22:00 美国 7月 ISM 制造业 PMI

22:00 美国 6月营建支出月率

周二 08 月 02 日 22:00 2023 年 FOMC 票委、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主持媒体早

餐会，讨论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

周三 08 月 03 日 06:45 2022 年 FOMC 票委、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向货币市

场经销商发表讲话

09:45 中国 7月财新服务业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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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工厂订单月率

周四 08 月 04 日 16:00 欧洲央行公布经济公报。

20:30 美国至 7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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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05 日 00:00 2022 年 FOMC 票委、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就货币政

策发表讲话。

20:30 美国 7月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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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美国 7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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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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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