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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据持续低迷，欧央行意

外展现强鹰，美元表现疲软，黄金

震荡向上，刷新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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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01月 16日——01月 20日

全球去美元化加剧，美经济数据低迷，美联储维持激进的鹰派，和市场对美

联储减缓加息预期背道而驰。市场震荡加剧，美元指数围绕 102 大幅波动，国际

黄金宽幅震荡向上，黄金 TD 受短期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反弹的影响，节节攀升，

站上 420 上方。

周一欧央行释放强鹰信号；俄罗斯和伊朗称将联手发行与黄金挂钩的稳定

币；世界经济论坛 2023 年年会开幕，主题强调“分裂的世界”。美元探底反弹，

黄金新高后回落。周二美制造业数据低迷，沙特欢迎非美货币结算原油交易。美

元指数低位震荡，暂时止跌，黄金延续小幅调整，日线 2连阴。周三美国零售创

一年来最大跌幅；美联储官员们发表鹰派讲话。市场大幅震荡，美元指数新低后

回升，黄金冲高回落，呈现高位震荡。周四美国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降至近五个月

新低；美国新屋开工连降四个月；欧央行行长拉加德释放强鹰信号。美元走软，

黄金结束短期调整再创新高。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925 美元，上涨 5.02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涨

7.88 元，最新报价 422.18；国际白银报价 23.84，下跌 0.41 美金，白银 TD 上

涨 68 元，最新报价 5245。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数据普遍低迷，周二公布的美国 1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录

得-32.9，衰退程度远超预期的-8.7，为 2020 年 5 月以来新低。周三公布的美国

12 月零售销售月率录得-1.1%，低于预期的-0.8%和前值的-1%，也是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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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来最大降幅。美联储“褐皮书”显示美国高通胀率继续降低消费者购买力。

零售持续下滑，美经济疲态尽显。同日公布的美国 12 月 PPI 月率录得-0.5%，低

于预期的-0.10%和前值的 0.2%，年率录得 6.2%，低于预期的 6.8%和前值的 7.3%，

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跌幅。周四公布的美国至 1月 14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录得 19 万人，低于预期的 21.4 万人，和前值的 20.5 万人，为 2022 年 9 月 24

日当周以来新低，美就业市场保持强劲，为美联储留下充足的加息空间。整体而

言数据显示通胀压力持续缓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通胀正在消退，叠加低迷的

零售和制造业数据，投资者越来越憧憬美联储进一步放慢加息节奏，美元指数顺

势刷新本轮下跌低点，黄金冲高 1935（423）。

近期美经济数据表现低迷，美联储众多 2023 年 FOMC 票委依然维持一贯的强

鹰立场。费城联储主席哈克虽然支持下一次会议加息 25 个基点，但坚持将终端

利率提高到 5%以上；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则直接表示，最终利率应当比美

联储预测的 2023 年底 5%-5.25%要更“高一些”，进一步加息是必要的；达拉斯

联储主席洛根表示支持美国放缓加息，但在“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通胀率接近

2%前，仍需逐步提高利率；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称，即使通胀下降，美联储

也会将利率维持高位，可在停止加息后继续收缩资产负债表。美联储官员虽支持

25 基点的加息，但对目标利率坚持在 5%以上的强硬表态似乎并未能动摇投资者

对美联储转鸽的预期。利率市场显示，美联储的终端利率在 6月份达到最高，为

4.87%，低于周三数据出炉前的 4.90%，并预计 12 月份降至 4.34%。美联储和市

场预期偏差将放大经济数据对市场的刺激，加剧市场波动。

另外欧央行近期释放的强鹰信号给美元带来压力。周一欧洲央行管委埃尔南

德斯德科斯和雷恩两人同时声称，将继续大幅加息。周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

达沃斯峰会上表示，欧元区的通胀太高了，欧洲央行将坚持紧缩到底，直到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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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2%的政策目标，并建议押注央行放缓加息步伐的人改变立场。当天公布的

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许多成员倾向于将欧洲央行的关键利率提高 75 个基点。

欧央行意外的继续大幅加息，快速缩小欧美息差，美元直接承压，难有好的表现，

黄金获益。

周一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伊朗央行正在考虑与俄罗斯共同创建与黄金挂钩稳

定币，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如果该计划成功，将有可能开启新的金本位制

度，面对大量超发的货币，黄金将王者归来。周二沙特阿拉伯财政大臣穆罕默

德·贾丹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沙特对以美元之外的货币进行贸易的讨论持

开放态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去美元化，也许正在构建新的规则，过程将引发

各种冲突，加剧动荡。提振市场避险需求，利好黄金。

周一世界经济论坛 2023 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至 20 日结束，主题为“在

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强调地缘政治；国家内部动荡；国际贸易争端；高通

胀、高债务；粮食和能源安全带来的危机。另外 IMF 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全球经济碎片化可能会使全球 GDP 减少 7%。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疫情造成

了国际金融、食品和能源供应的混乱，加上一些额外的贸易限制，加剧全球碎片

化。并预测各国可能会损失高达 12%的 GDP。IMF 及达沃斯年会释放的信息加剧

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叠加欧美息差缩小，美元表现疲软，中长期看，黄

金前景一片光明，短期而言，由于连续的上涨，积累大量的获利盘，有超买迹象，

随时有回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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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黄金 TD 略作震荡后再拉中阳，呈现加速上扬，上涨趋势线越加陡峭，短期

多空分界点上移至 1905（418.80）继续看涨。同时应该注意到黄金持续的上涨

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随时有回调的可能，而且大多数中国长假期间，行情都出

现逆转。严控仓位，规避风险。

黄金压力：1940，1960（425，438），支撑：1923，1917，1905（421，4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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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受黄金强势新高的影响，白银大幅回升，维持区间波动，分时、日线保持下

跌结构，依然处于调整当中。整体而言白银大底已现，关键是对当下调整方式及

级别的判断。短线关注区间的突破，下破有机会出现深幅调整。操作上暂时观望

等待新的买入信号，激进的可在区间高抛低吸滚动操作。

白银压力：24.30-50（5300-30，5400），支撑：23.10，22.50（5100，5050，

4900）。

下周关注：

周一至周五，中国春节假期，亚洲主要市场休市。

周二 01 月 24 日 01:45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发表讲话

22:45 美国 1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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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美国 1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

23:00 美国 1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周四 01 月 26 日 21:30 美国至 1月 21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1:30 美国第四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初值

21:30 美国第四季度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季率初值

21:30 美国第四季度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化季率初值

21:30 美国 12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23:00 美国 12 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

周五 01 月 27 日 21:30 美国 12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

21:30 美国 12 月个人支出月率

21:30 美国 12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月率

23:00 美国 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23:00 美国 1月一年期通胀率预期

23:00 美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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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