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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极 速 简 览
市场状况：昨日金价呈现加速赶底过程，并已连跌五日，银价依然延续着自己的运行轨迹小幅下跌；
投资机会：昨日金价有效跌破 1290 一线，随即触发建仓点位，目前仍可继续持有；
阻力支撑：黄金关键支撑 1272，白银关键支撑 19.30；
今日关注：美联储主席和欧洲央行行长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的讲话。

7月份盈利统计
黄金7月总利润

12美元

白银7月总利润

成功率

33美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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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 家 前 瞻


焦点概要
利空之音接踵而至

黄金价格跌跌不休

昨日黄金价格再遇重创，收盘跌至 1276 美元一线。在欧市盘初，黄金先是遭遇市场巨量卖单砸盘而闪
跌 12 美元，随后美国公布的就业、房地产市场以及工业生产等领域的数据表现全面向好，同时，美联储官
员也纷纷发表鹰派言论，并看好美国经济前景，如此纷至沓来的利空因素更令黄金多头丧失抵抗能力，金
价大幅下挫至两个月低位。但相较于黄金，白银仍表现出了良好的抗跌性，收盘仅录得 0.2%的下滑幅度。

金银昨日涨跌幅
-0.20%

-0.27%

-1.04%

-1.16%
国际黄金



国际白银

黄金T+D

白银T+D

风险前瞻
今日晚间 22:00 和明日凌晨 2:30，将有美联储主席耶伦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

年会上先后发表讲话。在此情形下，投资者一边要应对耶伦和德拉基的讲话，一边还要布局周末前的仓位
调整。其中，耶伦本次讲话的话题为“劳动力市场”
，虽然她身为鸽派人士，但美联储纪要却显示鹰派明显
占据上风，况且美国就业市场复苏的良好态势都为加息提供支持，因此其是否会暗示加息将成为市场关注
的重点。如果她的言论有如此前会议纪要那样偏于鹰派，将会大幅提振美指，打压金银价格；而如果她再
度强调保持宽松的政策，那么美指短期可能会延续回落调整的走势，从而利好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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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 究 广 角


油价上涨
昨日美国 NYMEX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全线上涨，因美国当天发布的正面经济数据提振了原油的

需求前景，并抵消了原油供应充裕和中国经济数据在早盘拉低油价的影响。10 月美国 NYMEX 原油期货上升
0.51 美元，收报每桶 93.96 美元。10 月布伦特原油上升 0.35 美元，收报每桶 102.63 美元。



欧股全线走高
昨日欧洲股市再度全线走高，因当天美国经济数据向好，推升全球经济前景再趋乐观，这盖过了欧洲

国家和中国经济数据欠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投资者仍在关注此后的全球央行年会的进展状况。投
资者预计欧洲央行官员可能会在此后借机透露出进一步的政策宽松预期，这也为欧股上涨提供了助推。
英国 FTSE100 指数报 6777.66 点，上涨 22.18 点，涨幅 0.33%；德国 DAX 指数报 9401.53 点，上涨 86.96
点，涨幅 0.93%；法国 CAC40 指数报 4292.93 点，上涨 52.14 点，涨幅 1.23%；意大利 MIB 指数报 20010.51
点，上涨 404.54 点，涨幅 2.06%；西班牙 IBEX 指数报 10556.40 点，上涨 135.50 点，涨幅 1.30%。



德债收益率仍低于 1%
昨日 10 年期基准德债收益率继续持于 1%之下，因市场对美联储主席耶伦即将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

充满不确定性，这盖过了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对德债造成的拖累。10 年期德债收益率尾盘上扬 1 个基点，
报 0.99%，在欧洲 PMI 数据公布后，一度升至 1.01%。



美债价格走高
昨日美国国债价格上涨，且对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无甚反应，因投资者仍在等待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

行长年会上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讲话，因为不太确定她讲话的立场。指标 10 年期美国国债价格上升 6/32，收
益率报 2.40%。30 年期美国国债价格上涨 20/32，收益率降至 3.19%。



美股小幅收高
昨日美国股市继续收高，但涨幅受限，因投资者预计美联储主席耶伦于周五所作的讲话可能会对政策

前景给出指引，因而市场情绪谨慎，股市交投清淡。不过，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全面向好的状况仍对股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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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拉动作用，尾盘道指重新站上 17000 点大关，而标普 500 指数更是刷新历史新高。
道琼斯指数报 17039.56 点，上涨 60.43 点，涨幅 0.36%；标普 500 指数报 1992.38 点，上涨 5.87 点，
涨幅 0.30%；纳斯达克指数报 4532.10 点，上涨 5.62 点，涨幅 0.12%。

金融营养餐

GDP 平减指数 (Gross Domestic Product Deflator，GDPD)，又称 GDP 折算指数。也是衡量通货膨胀
的一个指标。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名义 GDP=实际 GDP×GDP 平减指数
GDP 平减指数和 CPI 两者测定的范围不一样。CPI 是用一篮子货物的物价来测定的，国家会指定出国民
经常消费的上百种货物作为测量对象，而 GDP 平减指数测定的则是整个国家生产的全部货物。比如炮弹的
价格变动对 CPI 没有影响，因为炮弹的买卖不在 CPI 的一篮子货物里，但炮弹的买卖算在 GDP 平减指数里。
反映在通胀误差上，主要表现在 CPI 有很多没概括的东西，而 GDP 平减指数有很多完全和个人消费无关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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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易导图
国 际 黄 金



预期分析：昨日金价再度重挫, 至两个月低
位，并连跌近五个交易日，最高
触及1290附近，最低触及1272附
近，最终尾盘收于1277附近，从
日线图中明显看出，昨日金价未
能守住前期阶段低位，从而出现
下挫，如短期未能收回1280上方
并不断回升，料金价依然有延续
震荡下行的可能，下方将关注颈
线位1263附近的支撑考验。支撑
位：1272、1263，阻力位：1280。



交易策略：实物黄金及其相关制品，近期金
价出现震荡走弱局面，暂时不考
虑进场做单的操作策略。而账户
投资方面，昨日已成功跌破 1290
一线，投资者建立的空单目前仍
可继续持有，目标位下移至：
1263
附近，止损位同样下移至：1285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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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金 T+D



预期分析：昨日金价 T+D 全天再度延续震荡
走低局面，但到了夜市低开后低
位震荡小幅回升，最高触及
254.00 一线，最低探至 252.50
一线，最终尾盘收于 253.16 一
线，从日线图中明显看出，昨日
金价触及新低后小幅回升，但明
显反弹力度不足，预计短期将维
持震荡水平，上方关注 255.20
附近的阻力，而届时一旦短期下
破 252.50 一线，料金价有触及颈
线位 251.00 关口的支撑力度，以
及下方阶段低位 249.81 一线最
后防守区域的拦截。支撑位：
252.50、251.00、249.81，阻力
位：254.00、255.20。



交易策略：昨日金价跌破 255.20 一线投资
者的空单再度进场，之后触及目
标位再度获利了结，目前等待
252.50 一线的支撑力度，届时
一旦下破，投资者可再度进场空
单，目标位：251.00，再度下滑
下一个目标位：249.81 附近，
止损位：254.20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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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白 银



预期分析：昨日银价呈现单针探底走势，随
后小幅回升，最高触及19.48附
近，最低触及19.30一线，尾盘收
于19.45附近。从日线图中明显看
出，昨日价格再度创出新低，整
体依然维持下跌通道内运行，预
计短期将维持底部震荡走势为
主，下方临近19.22一线的支撑考
验，届时如能在此区域站稳，料
银价短期将有回升的可能，反之
一旦下破该区域，银价仍将有持
续下滑的风险。支撑位：19.30、
19.22，阻力位：19.73。



交易策略：实物白银及其相关制品，昨日价
格维持底部震荡走势，短期下跌
风险依然有所加剧，短期仍以持
币观望为主，暂不考虑买进实物
白银的可能。而账户投资方面，
昨日价格再度震荡走低，短期临
近 19.22 一线，先观察此区域的
支撑力度，如一旦跌破投资者再
可建立银价空单，目标位：
19.05
止损位：19.30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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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银 T+D



预期分析：昨日银价 T+D 全天呈现低位震
荡走势，但到了夜市低开后小
幅走高，最高触及 4145 一线，
最低下探至 4121 点，尾盘收
于 4143 一线，从日线图中可
以明显看出，昨日银价出现小
幅回升，但明显力度不足，预
计短期将在低位展开震荡走
势，届时一旦回升受到上方
4161 一线的阻挠未能突破，料
银价仍将维持下挫走势，下方
将关注 4050 一线的支撑考验。
支撑位：4121、4050，阻力位：
4161。



交易策略：目前需等待银价下破 4120 一
线之后，再可建立银价空单，
目标位：4050 附近，止损位：
4140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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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今 日 焦 点详刊
时间

国家

20:30

加拿大

20:30

加拿大

22:30

美国

各国经济数据

重要性

前值

7 月 CPI 月率

高

0.10%

--7 月 CPI 年率

高

2.40%

--7 月核心 CPI 月率

高

-0.10%

--7 月核心 CPI 年率

高

1.80%

6 月零售销售月率
--6 月核心零售销售月率

中
中

0.70%
0.10%

8 月 15 日当周 ECRI 领先指标

低

134.3

免责声明：本报告由北京金泰和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报告中的所有信息均来源于市场已公开资料，
广发银行对该信息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仅供参考之用。金融产品价格可升可跌，金融投资涉及巨大风险。
投资者须以其投资目标及可承担的风险水平做出独立的风险评估和投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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