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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09月 19日——09月 23日

本周普京宣布二战后首个军事动员令，俄乌局势骤然升级；美联储如期加息

75 基点，并表露强势鹰派立场，美元指数及美债收益率双双创新高。一正一负

因素相互作用下，国际黄金守住 1650 关口，维持低位震荡。

周一消息面相比较平静，行情清淡，市场定价美联储周四将加息 75 基点。

美元、美债收益率高位窄幅震荡，黄金维持低位区间波动。周二得益于即将到来

的加息，美元、美债收益率双双强势上扬，黄金承压下跌。周三普京宣布二战以

来第一个军事动员令；美联储如期加息 75 基点，鲍威尔维持强硬鹰派。美元指

数创 20 年新高，2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4%大关，黄金宽幅震荡。周四俄乌冲突

升级，美联储强硬鹰派持续发酵。美元指数小幅调整，美债收益率再冲新高，黄

金维持区间波动。市场对俄乌冲突的预期决定近期金价走势。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661 美元/盎司，下跌 11.9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

涨 2.71 元，最新报价 387.70 人民币/克；国际白银报价 19.45 美元/盎司，下跌

0.10 美金，白银 TD 上涨 166 元，最新报价 4536 人民币/千克。

基本面分析

本周公布的经济数据稀少，周四公布的美国至 9月 17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

数录得增加 21.3 万人，低于预期的 21.8 万人，高于前值的 20.8 万人，显示美

国就业市场保持当下的良好表现。市场维持对美国经济目前还不错，但越来越接

近衰退的预判。周四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倒挂幅度扩大至 57.80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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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 2000 年 6 月以来最高。从历史表现看，收益率倒挂通常是经济衰退的前兆。

本周四迎来了万众瞩目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美联储如期加息 75 个基点，基

准利率升至 3.00%-3.25%区间，为 2008 年以来新高，同时暗示未来会进一步大

幅加息，并预测今年年底政策利率将升至 4.40%，2023 年达到此轮加息终极目标

4.60%，而该数值在 6月分别为 3.4%和 3.8%。美联储还认为通胀 2025 年才可能

回落 2%的目标，预计要到 2024 年才会降息。

鲍威尔会后发表了强硬鹰派讲话，称将“坚定不移地”推动通胀回落，“将

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工作完成”。同时表示降低通胀是不可能没有痛苦的。美联

储官员预计货币政策将走更加强硬的路线，2022 年至少还将出现一次 75 个基点

的加息。据 CME“美联储观察”：美联储 11 月加息 50 个基点至 3.50%-3.75%区

间的概率为 30.3%，加息 75 个基点的概率为 69.7%，加息 100 个基点的概率为

0%；到 12 月累计加息 100 个基点的概率为 30.2%，累计加息 125 个基点的概率

为 69.6%，累计加息 150 个基点的概率为 0.2%。

整体而言，美联储的鹰派程度超于预期，美元指数及美债收益率均创出新高，

特别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站上 3.7%的高位，为 2011 年以来新高，两年期美债收

益率一度涨至 4.163%，为 15 年来新高，与此同时国际金价却未能进一步下跌，

在 1650 上方来回震荡，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俄乌局势恶化带来的支持。

地缘政治方面，在乌克兰大举反攻下，俄罗斯军队撤离部分乌克兰占领区后，

周三俄总统普京发布部分军事动员令，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普京称，

前线的延伸、乌军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不断炮击等都要求俄罗斯从预备役群体中

征召军人。动员令从 9月 21 日开始执行，将征召 30 万预备役人员。普京同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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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如果我们的国家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我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反击。这绝不是恐

吓”。另外，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扎波罗热地区将于 23 日至 27 日举

行加入俄罗斯公投。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对此的解读是俄方在保卫

所有已加入俄罗斯的领土时可能会使用任何武器，包括使用战略核武器。俄乌冲

突从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两国甚至是北约的全面战争的风险大增，避险需求加持

下，黄金无视美元指数及美债收益率的连续刷新高点，盘中国际金价涨幅一度超

30 美金。短期市场对俄乌局势的预期将左右黄金价格的波动，如事态不进一步

恶化，在美元长时间处于高利率的背景下，黄金难以形成真正的涨势。密切关注

入俄公投结果及北约和乌克兰对此的反应，一旦冲突升级，黄金有可能逆转目前

的跌势。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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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价在 1650 上方震荡企稳，但日线、周线下跌结构保持完好，暂定义

为下跌途中的整理。继续以 1700 为多空分界点，未有效站上之前，维持做空策

略。国内金价由于汇率因素，仍较国际金价维持强势，目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接

近 7.2 关口，短线上涨空间不大，警惕国内金价出现补跌行情。

黄金压力：1688,1700（390,392），支撑：1655-50，1640（383，381）。

。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意外表现强势延续之前的反弹，目前挑战 8月份高点。分时、日线呈现

上涨结构，但周线维持下跌态势，如无特别事件刺激，上破高点的概率不大，维

持区间波动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周线 MACD 有底背离迹象，一旦形成，将是周线

级别的底部。操作上可逢高短空，破位止损，同时耐心等待低买机会。

白银压力：20.00（4580），支撑：19.00，18.70（4400,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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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关注：

周一 09 月 26 日 22:00 2022 年 FOMC 票委、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就美国经济

发表讲话。

待定：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扎波罗热地区将于 23

日至 27 日举行加入俄罗斯公投。

周二 09 月 27 日 04:00 2022 年 FOMC 票委、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就美国经

济和货币政策发表讲话。

19:3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有关数字货币的专家小组会议。

20:30 美国 8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21:00 美国 7月 FHFA 房价指数月率

21:00 美国 7月 S&P/CS20 座大城市房价指数年率

21:55 2022 年 FOMC 票委、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就美国经

济与货币政策发表讲话。

22:00 美国 8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

22:00 美国 9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周三 09 月 28 日 15:15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就美欧地缘经济问题发表讲话。

22:00 美国 8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周四 09 月 29 日 20:30 美国至 9月 24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0:30 美国第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终值

20:30 美国第二季度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季率终值

20:30 美国第二季度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化季率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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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09 月 30 日 01:00 2022 年 FOMC 票委、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和欧洲央

行首席经济学家连恩一起出席一场关于货币政策的专家小组

会议。

17:00 欧元区 9月 CPI 年率初值

17:00 欧元区 9月 CPI 月率

17:00 欧元区 8月失业率

20:30 美国 8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

20:30 美国 8月个人支出月率

20:30 美国 8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月率

21:00 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就金融稳定性发表讲话。

21:45 美国 9月芝加哥 PMI

22:00 美国 9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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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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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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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