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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10月 10日——10月 14日

本周乌俄乌局势持续恶化，朝鲜炮轰韩国，美国通胀再度爆表，掀起市场惊

涛骇浪，美债收益率触及新高后回落，美元连续反弹后行情有逆转迹象，黄金持

续向下寻求支撑，有企稳迹象。

周一俄罗斯轰炸基辅，冲突进一步升级；美联储 3月前可能将利率提升至

4.5%左右。全球股市普遍下跌，美元指数收四连阳，黄金承压继续下跌。周二对

经济衰退及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加剧，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前夕，美元、黄金陷

入拉锯战。周三美联储会议纪要维持鹰派立场，但内部就 75 基点加息有不同声

音；美国 PPI 超预期。欧美股市表现疲软，黄金、美元维持震荡，等待晚间美国

CPI 数据。周四美国通胀超预期，朝鲜炮轰韩国，市场激起千层浪，美元短暂拉

高后大幅下跌，美股、黄金暴跌后强劲反弹，价格走势短期出现逆转。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661 美元/盎司，下跌 32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

涨 2.9 元，最新报价 392.40 人民币/克；国际白银报价 18.85 美元/盎司，下跌

1.25 美金，白银 TD 上涨 7元，最新报价 4426 人民币/千克。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本周最为关注的是通胀数据，周三公布的美国 9月 PPI 月率

录得 0.4%，高于预期的 0.2%，年率从 8.7%降至 8.5%。周四公布的美国 9月未季

调 CPI 年率录得 8.2%，高于预期的 8.1，但低于前值的 8.3%，也是 2022 年 2 月

以来最小增幅；美国 9月未季调核心 CPI 年率录得 6.6%，高于预期的 6.5%和前

值的 6.3%，同时也是 1982 年 8 月以来最高；另外美国 9月季调后 CPI 月率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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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大幅高于预期的 0.2%和前值的 0.1%。数据表明通胀仍保持强劲势头，加

剧降通胀的紧迫性及难度，美联储鹰派程度升级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美国短期利

率交易员预计，美联储政策利率在 2023 年 3 月达到 4.75%-5%区间的可能性越来

越大，之前市场预期为 4.5%。掉期市场显示美联储 11 月加息 75 个基点。黄金

继续承压。

本周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表了鹰派讲话，周一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和芝加哥

联储主席埃文斯均提到将利率升至具有限制性水平。埃文斯同时表示，美联储内

部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在 3月之前将目标政策利率提高到 4.5%左右。

周二 2022 年 FOMC 票委、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美联储在降通胀方

面尚未取得进展，目前最大的政策风险是美联储加息力度不够。梅斯特不认为美

联储会在 2023 年降息。官员讲话似乎亮出 4.5%目标利率并将维持一段时间的底

牌，得此提振，美元指数不断逼近前期高点，黄金持续下滑。

周四凌晨公布的美联储 9月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将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

立场，然后维持一段时间，以实现其降低通胀的目标。虽然部分与会者认为需要

校准美联储紧缩政策，以减轻对经济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但纪要整体

仍是维持近期的鹰派立场 ，基本对应了早些时候美联储官员的讲话，纪要公布

后市场没有对此做出过多反应。

地缘政治方面，韩军方称，当地时间 14 日，朝鲜向“缓冲区”发射了约 170

发炮弹，违反了 2018 年朝韩两国签署的军事协议。报告称，朝鲜在凌晨 1点 20

分至 1点 25 分之间向黄海发射了约 130 发炮弹，并在凌晨 2点 57 分至 3点 07

分之间向东海发射了约 40 发炮弹。在此刺激下，黄金止跌大幅上扬，美元意外

提前走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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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四公布的美国 CPI 再度爆表，市场对美联储 4.5%的目标利率预期上

升至 4.75%-5.0%，并对 11 月再次加息 75 基点做了定价，在此重大利好刺激下，

美元及美债收益率却是未能更上一层楼，短暂冲高后在朝鲜炮声中大幅下跌，尾

盘收跌。2年期、10 年期、30 年期美债收益率刷新高点后回落，美元指数则受

制于前期高点，行情出现反转，黄金大幅下跌后也回收大部分跌幅，上涨势头

弱于美元的跌势，市场显示目前的鹰派程度已不足以支撑美元持续攀升，黄金继

续下跌，美元回落更多是技术层面的反应。如果短期无重磅事件冲击，在俄乌局

势持续恶化及欧美、沙美，中美、韩朝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加剧地缘政治风险，

黄金仍有反弹机会，但在美元高利率时代，黄金跌势难改。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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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节前大幅反弹后出现深度回调，目前有止跌迹象，有望形成次低点展开

第二轮反弹。日线上涨结构保持完好，分时呈现下跌结构，关注分时结构的转变。

激进的可以周四低点为止损点逢低买入。中期而言，即便上涨也视为下跌途中的

反弹，反弹空间有限，更多的可能是宽幅震荡，整体向下趋势未变。

黄金压力：1685,1700（394，399），支撑：1650（389.50）。

。白银

国际白银日线图

白银 TD 短期呈现区间走势，暂视为跌势中的区间震荡修整，目前仍属于整

理行情，不宜过度看涨或者看跌，不排除突破区间顶部 4580 的可能，但空间有

限。下方关注 4350 一线，下破则修整有可能结束，重回跌势。

白银压力：19.30，19.80（4580，4750），支撑：18.40（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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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关注：

周二 10 月 18 日 10:00 中国第三季度 GDP 年率

10:00 中国 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率

10:00 中国 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率

21:15 美国 9月工业产出月率

周三 10 月 19 日 05:30 2023 年 FOMC 票委、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就

经济问题发表讲话。

17:00 欧元区 9月 CPI 年率终值

17:00 欧元区 9月 CPI 月率

20:30 美国 9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万户)

20:30 美国 9月营建许可总数(万户)

周四 10 月 20 日 01:00 2023 年 FOMC 票委、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就

“通胀、利率和美国经济现状”发表讲话。

02:00 美联储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

06:30 2023 年 FOMC 票委、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参加有关经

济现况与货币政策的问答。

20:30 美国至 10 月 15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0:30 美国 10 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

周五 10 月 21 日 00:00 2023 年 FOMC 票委、费城联储主席哈克就经济前景发

表讲话。

01:45 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发表讲话。

21:10 FOMC 永久票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一场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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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开幕词。

待定 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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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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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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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