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日交易行情概况 （2014-7-25）
【 白银T+D 】

单位：元/克、元/千克

开盘价 4315.00

收盘价 4271.00

最高价 4321.00
交易量 2651262 千克

最低价 4252.00

结算价 4274.00

【 黄金T+D 】
开盘价 258.55
最高价 259.10

收盘价 257.65
最低价 256.78

结算价 257.50

交易量 32278 千克
【 M黄金T+D 】
开盘价 258.80
最高价 259.25
交易量 2228.20 千克

收盘价 257.86
最低价 257.01

结算价 257.71

延期补偿费支付方向：Au(T+D)-- 空付多; mAu(T+D)-- 多付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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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7 月 28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交投于 1305.60 美元/盎司，本周市场迎来超
级周，而在北美时间的周三、周四、周五的连续三天时间内将联袂上沿大戏，技术上黄金
在 60 日均线两度得到了支撑，或许在超级周过后多头会有奇迹发生，因为当技术面与基本
面产生共振的时候往往会发生大转变或者大行情。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2、行情趋势研判
日图价格暂时企稳 200 日均线上方，关注该位置能否提供有效支持，一旦跌破将打开
进一步下行空间，倾向逢高做空。
银价暂时在 200 日均线获得支持，RSI 指向下方暗示进一步回调风险，若跌破 200 日均
线将确认打开下行空间，倾向逢高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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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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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构论市
超级周技术基本面共振，60 日均或有奇迹
周一(7 月 28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交投于 1305.60 美元/盎司，本周市场迎来超
级周，而在北美时间的周三、周四、周五的连续三天时间内将联袂上沿大戏，技术上黄金在
60 日均线两度得到了支撑，或许在超级周过后多头会有奇迹发生，因为当技术面与基本面
产生共振的时候往往会发生大转变或者大行情。
超级周两大重磅事件
北京时间周三(7 月 30 日)20:30，美国将公布第二季度实际 GDP 初值年化季率
北京时间周四(7 月 31 日)凌晨 2:00，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
继续缩减购债规模 100 亿。
北京时间周五(8 月 1 日)20:30，美国将公布 7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

。

目前来看，美国 7 月非农数据预期仍然会处在 20 万增长幅度的上方，这对于美元来说
又是一大利好，但是对贵金属则又是一次考验；而美国二季度 GDP 初值市场也给予了非常好
的预期，但是鉴于二季度月度经济指标并没有如市场预期的那么好，因此需要警惕数据出现
的风险。而美联储方面，这次没有主席的媒体发布会，预计美联储会继续保持缩减 QE 的步
伐。
道明证券认为，如果非农就业人数增幅再度接近 30 万，黄金将跌向 2014 年 4 季度均值
1250 美元/盎司，和 2015 年 1 季度均值 1235 美元/盎司。
美联储(Fed)在下周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可能会朝结束购买抵押贷款和美国国债的方向迈
进一步，同时还将讨论何时、以何种方式加息的问题。美联储官员在 6 月的政策会议上达成
一致意见，即可能在 10 月会议上宣布结束购债。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Yellen)本月早些

时候在美国国会发表证词时证实了这一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美联储将在下周三(7 月 30 日)
的会议上宣布将月度购债规模从 350 亿美元降至 250 亿美元。
此外，美国二季度 GDP 数据的可预见性状况在当前仍不明朗，在此前一季度 GDP 大幅同
比衰退 2.9%的前况下，二季度 GDP 初值出现任何情况，或许都不算是一种意外。此前，各
界对二季度 GDP 增幅的预测中值是 2.9%的正增长，这与一季度的衰退幅度刚好相抵，并显
示此前的经济负增长确实是因为冬季严寒恶劣天气的影响。
技术上黄金受到重要均线支撑，或许在超级周将改变黄金的趋势向上运行，下图是国际
现货黄金日 K 线走势图:

如图所示，黄金在 7 月 15 日连续两天以及在 7 月 24 日连续两天的行情中都分别受到了
60 日均线的支撑，行情在比较危急的时刻都顶住了空头的压力。
从中长期趋势来说，60 日均线一直是中长期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一条均线，相较于短期
均线他的走势更加平稳，趋势性更加明显，不会因为突然的价格变动而出现方向改变，对中
长期投资者的持单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意义。
市场选择在目前这种行情中在 60 日均线附近获得支撑，或许是一种盘面语言，体现出
多头在这里抵抗以及未来向上做行情的决心。
巴以冲突仍在升级，伤亡人数持续上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议，并正在寻求对该计划作出调整。

Netanyahu)安全内阁已经拒绝了加沙地带停火动

停火动议的全部细节并没有被公布，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在同
意结束对峙之前希望能够对该提议进行修改。哈马斯尚未对停火动议作出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周三(7 月 23 日)抵达以色列，先后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Mahmoud Abbas)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
希望能够结束以色列与哈马斯伊斯兰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
克里一直在推动巴以双方能够在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提出的停火
动议的基础上进行磋商，达成停火协议，但目前来看似乎并无太多进展。
巴以在加沙地带的冲突已经持续了 18 天，累计死亡人数超过 800 人，其中巴勒斯坦死
亡人数达到 796 人。
道明证券发表评论称，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但仍然预计黄金支撑将进一步下移。
中国公布的制造业 PMI 数据漂亮的支撑了贱金属，这标志着定向刺激政策对经济有着积
极地效果，这可能继续加强贱金属市场的走势。同时美国成屋销售数据、初请失业金、里奇
蒙德联储和堪萨斯联储的制造业指数同样积极。
这意味着下周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也可能靓丽，而下周的美联储会议市场对美联储将进
一步上调经济前景预期的推测不断升温。这代表美联储在 9 月会议上可能会更加鹰派，只要
美国的经济复苏维持在目前的轨道上。这将支撑贱金属，但是很可能会拆黄金市场的台。
部分投行及投资者对黄金后市的观点
瑞银集团(UBS)财富管理部门亚太地区外汇以及大宗商品部门主管 Dominic
表示，有清晰的原因表明为什么黄金价格不能再进一步走高。

Schnider

Dominic Schnider 表示，中国的数据好于预期，二季度 GDP 年率增幅令人惊奇的上升
至 7.5%，同时美国方面更好的投资情绪意味着市场对像黄金一类的避险资产的需求仍然相
当低迷。
Dominic Schnider 补充称，央行会告诉市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经济，所以投
资者不应该过于惊奇，现在的市场对风险是相当麻木的。
Schnider 同时指出，新兴市场需求走低是另一个黄金价格将维持低位徘徊的原因。
CMC Markets 首席市场分析师 Ric Spooner 表示，投资者很可能会看见黄金价格从目
前价格进一步走低。影响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强劲的美元指数，美指受近期相当乐观经济数据
的支撑，未来几个月预计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改善。
不过其他分析师则表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仍将在未来几个月重燃对黄金的需求，
再次推升黄金价格。
Compass 全球市场 CEO Andrew Su 表示，黄金市场对所有的地缘政治事件的反应延迟，
并且这个情况发生在全球范围内。其预计黄金在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将升至 1400 美元/盎司
附近。
Andrew Su 补充称，尤其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另外中国和日本的问题离得也不远。
如果这些风险规避的事件发生，将在未来几个月影响黄金的走势。
Andrew
引力。

Su 表示，黄金近段时间的“失宠”是因为相比之下，投资者觉得股市更有吸

Andrew Su 称，股市现在的波动率很低，并且还在持续上升，因此投资者并没有专注
于黄金。而且在过去几年中，因为黄金从 1900 美元/盎司跌至 1200 美元/盎司，投资者们也
出现了很大的亏损。
Andrew Su 表示，并不相信近期的中国数据暗示着该国黄金需求的显著下降。中国的
数据是相当不可靠的，因此并不专注这些。印度和中国的黄金需求都仍然非常强劲，因为现
在的黄金价格很低，同时近期美元兑人民币以及卢比均出现走弱。
澳新银行(ANZ)分析师发表评论称，积极的经济数据对黄金市场涨势构成阻碍，风险资
产上涨而避险资产的买需萎缩。
该行表示，目前黄金已经跌破关键心理价位 1300 美元/盎司，削弱了其技术面涨势。
对于下周金价的走向，Kitco 周五(7 月 25 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市
场人士对下周金价走势持看空观点，仅少部分看涨或看平。
接受调查的 37 个市场人士中，22 人本周做出了回应，其中 4 人看涨，14 人看跌，4 人
中立。市场人士包括实物金交易员、投资银行、期货交易员、货币管理者和技术分析师。
看跌人士称，鉴于周四(7 月 24 日)跌至 1287.50 美元/盎司的一个月低位，料短期下行
风险依旧。若下周金价有效下破 200 日均线 1288.20 美元，则是更加负面的技术信号。花旗
集团(Citi)期货专家 Sterling Smith 表示，
“尽管日前乌克兰及加沙地区的冲突仍在持续，
但金价还是在隔夜跌穿 1300 美元关口。需要注意的是，在如此避险情绪的推动下金价原本
应该上涨，至少是企稳，但事实则相反，因此下周金价可能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
看涨人士则称，下周中东及东欧的地缘政治风险将再次推动金价走强。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首席贵金属策略师 George Gero 称，“在下周黄金期权到期后，金价有望展开反弹，
特别是如果欧盟进一步就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扩大制裁，因为这将激起俄罗斯人的报复，令
整个局势越发紧张。”Heritage West Financial 负责人 Ralph
下金价仍旧企稳在 200 日均线上方，下周上涨的概率比较大。”

Preston 则指出，“眼

看平人士中包括 Kitco 技术分析师 Jim Wyckoff，他表示目前金价技术面的疲软因素
抵消了避险情绪的利好，因此在地缘政治发生更大转变之前，下周金价将维持震荡。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