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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10月 17日——10月 21日

本周在美联储激进鹰派政策升级并延续的预期推动下，10 年期美债收益率

不断刷新 14 年高点，美元指数维持高位，黄金承压一路下滑。

周一英国撤销减税计划，美企财报好于预期，风险偏好回归，全球主要股市

上涨，美元、美债收益率回落，黄金小幅反弹。周二美国释放原油储备，市场风

险偏好持续回升，欧美股市全线上涨，美元指数回落，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

4%高位，黄金反弹无力。周三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 11 月加息 75 基点，10 年期

美债收益率突破 14 年高点，美元回升，黄金承压刷新低。周四美联储延续激进

加息政策预期持续发酵，美元维持高位，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再刷新高，黄金短

暂反弹后收低。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621 美元，下跌 22.45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下跌

4.05 元，最新报价 388.35；国际白银报价 18.38，上涨 0.13 美金，白银 TD 下

跌 41 元，最新报价 4385。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周三公布的美国 9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万户)录得 143.9

万户，低于预期的 147.5 万户和前值的 156.6 万户；美国 9月营建许可总数(万

户)录得 156.4 万户，高于预期的 153 万户和前值的 154.2 万户。数据显示实际

开工数不及营建许可，有供应链及疫情的双重因素。同日公布的欧元区 9月 CPI

月率录得1.2%，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增幅。欧元区9月CPI年率终值录得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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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录以来最高值。欧洲区通胀爆表，加息压力进一步加大，欧洲央行管委 Vasle

表示欧洲央行应该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各加息 75 个基点，明年开始收缩资产

负债表。欧元大幅加息将给美元带来一定压力，利好金价。

周四晚间公布的美国至 10 月 15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录得 21.4 万

人，低于预期的 23 万人和前值的 22.6 万人。就业市场维持强劲表现，市场对美

联储 11 月加息 75 基点预期持续上升。

周四凌晨公布的经济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活动自上个报告期以来温和扩

张，同时呈现地区差异，一些地区持平，还有一些地区有所下降。报告显示企业

对前景越来越悲观。

美联储官员密集发声，鹰派程度有升级迹象，周三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

称，美联储可能会选择将 2023 年的紧缩提前到 2022 年。周四美联储理事库克表

示，通胀仍保持在不可接受的高位，需要持续加息。明年票委、费城联储主席哈

克表示，为了对抗通胀，美联储正在努力让经济放缓，并将继续提高短期利率目

标区间。需要看到通胀持续下降，才能改变政策前景。

就业数据及官员讲话强化了美联储激进加息预期，目前人们普遍预计美联储

将在 11 月的会议上连续第四次加息 75 个基点，甚至可能加至 1个百分点。与美

联储议息日期挂钩的掉期交易对美联储本轮加息的终端利率的定价达 5%。高于

之前的 4.75%。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三升破 14 年高点 4.1%，在周四再度被刷

新，升至 4.2%。黄金承压，持续下跌。

地缘政治方面，继续关注俄乌局势进展，单个突发事件只能给黄金带来短暂

提振，美联储陡峭的加息曲线及较长时间维持高利率的预期则持续给黄金带来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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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只要美联储没有给出结束加息时间表，黄金难以摆脱目前震荡下行的走势。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国际金价目前考验 9月低点，分时下跌结构保持完好，日线维持下跌结构，

关注日线结构的转化，可以 1655 为多空分界点继续看跌。黄金 TD 也是重心下移，

关注 386-85 一带支撑，一旦击穿将有机会回归 380 附近。操作上逢高空为好。

黄金压力：1645，1655（390.30，391.40），支撑：1614，1570-50（386.5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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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日线转入小区间震荡整理，中期方向不明朗，关注小区间的突破，

可积极跟进。整体倾向于震荡偏下。

白银压力：21.10，21.60（4450，4480），支撑：18.80（4350，4250）。

下周关注：

周一 10 月 24 日 21:45 美国 10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

21:45 美国 10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

周二 10 月 25 日 22:00 美国 10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22:00 美国 10 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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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10 月 26 日 22:00 美国 9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

周四 10 月 27 日 20:15 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20:30 美国至 10 月 22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0:30 美国第三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初值

20:30 美国第三季度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季率初值

20:30 美国第三季度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化季率初值

20:30 美国 9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20:45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召开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

周五 10 月 28 日 20:30 美国 9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

20:30 美国 9月个人支出月率

20:30 美国 9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月率

22:00 美国 10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22:00 美国 9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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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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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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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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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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