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日交易行情概况 （2014-7-8）
【 白银T+D 】

单位：元/克、元/千克

开盘价 4281.00

收盘价 4288.00

最高价 4290.00
交易量 778086 千克

最低价 4262.00

结算价 4278.00

【 黄金T+D 】
开盘价 262.16
最高价 262.88

收盘价 262.73
最低价 261.03

结算价 262.42

交易量 23716 千克
【 M黄金T+D 】
开盘价 263.15
最高价 263.15
交易量 1353.80 千克

收盘价 262.80
最低价 261.11

结算价 262.38

延期补偿费支付方向：Au(T+D)-- 多付空; mAu(T+D)-- 空付多;Ag(T+D)-- 空付多。
（数据来源：上海黄金交易所）

国际现货金银走势概况：
周三(7 月 9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交投于 1317.98 美元/盎司，隔夜晚间并没有
什么重大数据以及突发事件，至多也就是欧美股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但金市并没有
领情，也一度盘中顺跌 10 美元，昨日提示的头肩顶形态 1325 美元正巧是昨天的最高点位
置，头肩顶形态成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明日凌晨 Fed 纪要或给市场一个说法，行情存在
变局的可能性极大。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2、行情趋势研判
金价回落低点仍轻微上移，显示短期重心仍向上，1350 下方仍可能极之震荡，不过 1315
下方仍可尝试逢低买入，1350 下方逢高做空。
白银在 10 日均线附近窄幅盘整，未能上破上周低点暗示回落风险。我们暂时观望。
（福汇：www.dailyfx.com.hk）

3、当日重要财经事件

世界各国假期：

财经数据：

（新浪财经）

4、机构论市
金市震荡行情耐人寻味，望 Fed 纪要掀波澜
周三(7 月 9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交投于 1317.98 美元/盎司，隔夜晚间并没有
什么重大数据以及突发事件，至多也就是欧美股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但金市并没有领
情，也一度盘中顺跌 10 美元，昨日提示的头肩顶形态 1325 美元正巧是昨天的最高点位置，
头肩顶形态成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明日凌晨 Fed 纪要或给市场一个说法，行情存在变局的
可能性极大。
事件预告：美联储将于北京时间周四(7 月 10 日)凌晨 02:00 公布 6 月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会议纪要。

国际现货黄金继续维持高位震荡盘整，并且日波幅持续萎缩，RSI 指标及 MACD 指标高
位钝化，行情会马上寻求方向性的突破，市场期待 Fed 纪要能够给金市带来一剂强心针。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edit

Agricole)目前表示，对于美联储(Fed)6 月政策会议纪要，

关注焦点将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通胀压力、升息时机以及更低的均衡联邦基
金利率等方面。
该行表示，希望能获得更多有关美联储设定更低的均衡联邦基金利率的理由。耶伦指出，
这最有可能反映出更低的潜在经济增长的预期。
另外欧美股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下图是欧美股市收盘数据：

在美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被不断下修之后，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上市公司盈利能
力的前景并未得到有效排除，这使得市场资金开始逃离股市。同时，美国股市在此前已经持
续上涨不断刷新历史高位的状况，也积累了大量的多头获利盘，投资者趁此机会进行了资金
转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发布报告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今年增长 2.5%，此后在 2015
年将进一步增长 3.5%。OECD 指出，美国近期经济前景仍然向好，而通过进行结构性调整以
及税收制度全面改革等手段，该国长期经济增速将能得到进一步的提振。
美联储(Fed)官员柯薛拉柯塔(Narayana Kocherlakota)周二(7 月 8 日)对失业率下降
表示欢迎，但他警告称就业市场要达到美联储目标还有长路要走。
柯薛拉柯塔在讲话中说道，尽管 6 月份失业率从衰退期间 10%的峰值降至 6.1%反映出的
改善，但目前的失业率仍然位于大多数人所预期的长期水平之上。
对于通胀，柯薛拉柯塔称，他目前认为在未来四年通胀平均值高于 2%的可能性要明显
小于低于 2%的可能性。
柯薛拉柯塔表示，美联储升息时机取决于经济表现。他认为直至未来 1-2 年的通胀前景
达到 2%才应该升息，但升息可能会带来金融不稳定性。另外，他指出，巨大的存款需求将
导致利率在未来数年处于历史低位。
而另一名官员莱特则表示，在某一阶段经济将会有足够改善，银行可以大幅增加借贷，
导致存款快速增长以及通胀压力积聚。
莱克对美国经济仍然持谨慎态度。他表示，消费者依旧对支出保持警惕，住房建筑增长
正在降温，同时他也没有看到生产率增长加速。莱克预期近期经济增速可能平均维持在
2-2.5%，低于众多分析师预期的 3%。

另外，莱克表示，最近的就业数据远比疲弱的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更能代
表经济趋势。
乌克兰被俄罗斯“锁喉”，高层仍在顽强抵抗
据俄新网报道，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当地时间 8 日表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
公司没有支付 6 月 1 日至 16 日供应的 17 亿立方米规模的 8.38 亿美元天然气费用，总债务
达到 53 亿美元。
米勒表示，6 月的付款期限已到，俄气没有从乌油气那里收到付款。因此乌克兰欠俄气
6 月 1 日至 16 日规模 17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费用为 8.38 亿美元。
总债务规模巨大，
达到 52.96
亿美元。共计有 115.35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没有付款。
6 月 16 日，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数月的天然气谈判宣告破裂，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当天
宣布对乌石油天然气公司实行预付款供气机制。
乌克兰最高国防官员周二(7 月 8 日)表示，政府没有再次停火或与亲俄分裂分子谈判的
计划，除非后者愿意放下武器。
乌克兰国防部长谢列特(Valeriy Heletey)拒绝了俄罗斯停火的呼吁，表示乌克兰总统
已经明确表态，只有在武装分子放下武器之后，才可能与其进行谈判。
在乌政府军准备夺回东部地区尚在叛乱分子手中的据点之际，此番表态暗示基辅对自己
打赢这场仗充满信心。
伊拉克局势陷入胶着，弱平衡将维持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再次向伊拉克派兵 200 人。加上此前派出的 180 人和护卫
美国使馆的常驻美军，驻伊美军的人数近 800 人。笔者认为，就目前伊拉克的战况，美国少
量派兵难以帮助伊拉克政府消灭“伊拉克的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武装，扭转其被动的乱局。
“伊拉克的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并非“一般”的武装组织，其近日刚刚在互联网
上发表声明，宣布在横跨叙伊边境的广大区域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改名为“伊斯兰国”。
有媒体指，这个武装组织的成长壮大是有一定“土壤”和“群众基础”的。早在美军推翻萨
达姆政权的时候，就给今天的隐患埋下了“种子”。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仅派出几百名军人
根本对伊拉克极端武装组织构成不了实质性威胁。况且，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有众
多“追随者”。据报道，叙利亚境内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和“胜利阵线”已
经公开提出，支持“伊斯兰国”武装。事实上，他们能在伊拉克境内不断地击退伊安全部队，
是与叙政府军作战所掌握的战役战术技能分不开的。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金矿巨头对冲 暗示看空金价
以事先约定价格出售黄金期货合约，如果合理设计，实施得当，将帮助矿商在价格波动
时期实现发展战略。但是目前，对冲依然不受投资者的欢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金价
将继续上涨。3 月底，全球对冲黄金产量的总量 8700 万吨，仅占到全球供应的 2%。然而，
有迹象显示，这种看法正在开始发生改变。
上周，俄罗斯最大的贵金属生产商 Polyus Gold International 宣布了自 2009 年来最
大的对冲交易，这或暗示着其看空金价。

这项计划将使 Polyus Gold 能够继续投资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化金矿 Natalka，这将意味
着整个行业将重回对冲怀抱。
目前，黄金在 1300 美元上下波动。黄金矿业服务公司(GMFS)称，还没有其他大型金矿
商追随 Polyus Gold 的脚步。更多公司会选择削减成本，减少非核心支出的方法来提高利润，
而非采取对冲。
花旗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称，
面对黄金这样一个大幅波动的商品，黄金矿商应该对冲。(金价从 2008 年的 750 美元上
涨到 2011 年的 1850 美元，再回落至 2013 年的 1180 美元。)金矿商应该教育投资者，向投
资者解释为什么对冲可以帮助其投资战略不受金价波动的影响。
花旗建议，或许应该于 2014 年对冲 5%的产量，2015 年对冲 10%的产量，每年递增 5%，
直至 2018 年达到 25%后，维持在 25%的水平。这将给矿商带来两方面的好处。这既不是上世
纪 90 年代的全部对冲策略，也不是目前的零对冲策略。
(2014 年 07 月 08 日

华尔街见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