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日交易行情概况
【 白银T+D 】

单位：元/克、元/千克

开盘价 3585.00

收盘价 3578.00

最高价 3598.00
交易量 3124290 千克

最低价 3558.00

结算价 3577.00

【 黄金T+D 】
开盘价 238.81
最高价 238.97

收盘价 237.46
最低价 237.10

结算价 237.65

交易量 36856 千克
【 M黄金T+D 】
开盘价 238.82
最高价 239.18
交易量 3314.40 千克

收盘价 237.62
最低价 237.35

延期补偿费支付方向：Au(T+D)-- 多付空;

结算价 237.85

mAu(T+D)--多付空; Ag(T+D)-- 多付空。
（数据来源：上海黄金交易所）

国际现货金银走势概况：
周四(5 月 28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徘徊于 1188 美元/盎司一线，较前两日收盘
价基本持平。正如昨天早间预计的那样，黄金昨日波幅非常有限，凸显多空谨慎观望的情绪。
从短线投机情绪来看，机构认为金价短线下方支撑较强劲，近日仍有望重返 1200 关口上方。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2、行情趋势研判
金价跌破 1200 日内反弹乏力，
维持趋势线阻力下方周二低点 1185.47 仍脆弱。
日图 MACD
指标熊叉。短期阻力 1192.6、1202.2。反弹突破 1204.1 才缓解下行倾向。
白银亚市轻微反弹修正昨天跌幅。日图昨天跌破 20 日均线，目前轻微反弹测试该线。
整体来看，白银缺乏明显趋势，陷于宽幅区间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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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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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构论市
黄金 1180 前暂喘息，千二争夺战有望重演
周四(5 月 28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徘徊于 1188 美元/盎司一线，较前两日收盘
价基本持平。正如昨天早间预计的那样，黄金昨日波幅非常有限，凸显多空谨慎观望的情绪。
从短线投机情绪来看，机构认为金价短线下方支撑较强劲，近日仍有望重返 1200 关口上方。
部分机构指望希腊局势提升黄金避险买需，但希腊局势目前仍是“雾里看花”的感觉，
日内关注四大经济数据及希腊方面的消息，若无吸引眼球的相关消息，市场神经料转向周五
的美国 GDP 数据。疲软 GDP 预期或令金价提前开始低位反弹。
金价近期疲态与美元走强有极大关系，但美元技术面暗示或暂歇涨势，这或利好金价
企稳回升。
如下图 1 所示，美元指数昨日虽刷新了五周(4 月 23 日以来)高位，但最终于五周高位
收于十字星形态，配合技术指标的超卖，比如，RSI 已在高位出现钝化，与近两周美元涨势

形成“看跌背离”态势，这至少意味着，美元可能将暂歇上周初开重启的涨势，这为金价企
稳提供进一步动能。

Cara 交易顾问公司认为，美元现在的超买问题正变得如日中天，并步入阻力区间；若
美元反弹势头趋缓或暂停，黄金市场可能就会重拾其光辉岁月——若涨破 1232.00 美元/盎
司、将一改颓势并在未来数周里变得非常强劲。
黄金本身技术面来看，如下图 2 所示，金价在三角形下轨、1180 等支撑下，市场缺乏
进一步做空动能，不过，大跌后毫无反弹动能，也凸显下行风险，此次是否会重演“5 月 19
日大跌后整理数日后再次大跌”的行情，值得关注。

【机构重点关注点位：1200、1180、1168】

Bell Curve 资本公司称，黄金或将创 3 月以来的最长连跌，但料本周收盘前金价将重返
1200 上方。虽然美元走强令金价承压，但目前低迷的金价是买入机会。美元上涨动能没有
就此到头，但从过去六个月来看，1180 是金价很强的支撑水平。过去几个月金价即使跌破
1180 也只能保持短暂时间。只要欧元兑美元不破 1.05，黄金就还有机会。
卡纳交易咨询公司称，黄金目前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美元汇率近期复苏对黄金施加
压力，迫使金价重返 1200 之下。交易员们将密切关注的下一个支撑是 1168，若失守，则为
跌向 1130 一线打开空间。
Cara 交易顾问公司指出，黄金市场面临关键节点，美元近期复苏已让黄金多头龟缩，
金价重新跌回千二下方，下方需密切关注 1168 支撑，一旦失守恐将测试前低 1132.16。
RJO 期货公司称，目前金市的卖压并不很大，大量技术卖家在金价开始跌穿 1175 美元
之前不会大举卖出。
上行方面，iiTrader 认为，金价重大阻力位在 1191.10-1192.70 美元/盎司，多头须设
法在收盘时涨破该阻力区间，才能巩固上测 1198.10-1199.66 的机会。
三菱集团称，金价在 1180.00 美元/盎司存在不错的支撑。贵金属近日回落，与美元走
强、好于预期的美国数据以及油价持续回落打压通胀预期有关。不过，美国 4 月 CPI 年率出
现负增长，虽不利黄金的抗通胀买需，但也给美联储 9 月或 10 月加息带来不确定性，因而
仍给金价带来部分支撑。
特里兰贵金属称，金价难以持续涨破 1200 这一关键心理关口，因而市场信心相当低迷。
当前形势偏向于将金价打压至震荡区间的下端，但金市正在目前价位附近构筑一个长期性底
部，从而为“超级周期”的大涨扫清障碍。
【希腊局势带来黄金避险买需？】
部分机构还指望希腊局势提升黄金避险买需。海外资深分析师 Jim Wyckoff 称，黄金市
场目前几乎未从希腊债务问题上获得任何明显的避险需求，一旦希腊局势急转直下，投资者
可能很快对黄金避险投怀送抱。
昨日的消息显示，希腊政府官员及总理继续乐观看到达成协议问题，不过其债权人尚
未肯定这种乐观是否有依据。这给市场带来“雾里看花”的感觉。不过，鉴于 6 月 5 日是
欧盟关注的协议日限，料本周达成协议的希望仍较渺茫，关注今日欧元集团电话会议。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称，希腊与债权人接近于达成协议，希腊周四(5 月 28 日)将支付养
老金和公务员薪水。他对谈判很快有结果持乐观态度，与债权人之间仍存在分歧，希腊将迅
速递交补充协议细节。
希腊政府官员周三(5 月 27 日)称，希腊及其债权人“今日”已开始起草技术层面的协
议，其中将不会包括削减薪资和养老金。——这似乎暗示，希腊与欧盟/IMF 等国际债权人
的磋商取得重大进展。
但到目前为止，接近债权人的消息人士并未暗示磋商取得了“到起草协议的地步”的这
种进展。而且，希腊该官员还指出，欧盟和 IMF 间的分歧阻碍了总体交易的达成。各机构间
立场的分歧仍是个问题。

欧盟官员称，希腊协议 6 月 5 日达成是一个挑战性的目标，欧元集团将在周四(5 月 28
日)下午举行电话会议。如果希腊与债权人的谈判出现进展，欧元集团或在 6 月 5 日前举行
电话会议。
【日内聚焦四大数据及希腊消息，焦点或提前转向周五 GDP】
日内，聚焦四大经济数据及希腊局势的相关消息，料将主导贵金属市场短线交投情绪。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4 月成屋签约销售，值得一看，从市场预期来看，这两大数据料
都将表现不俗。非美国家聚焦两大数据：英国第一季度 GDP 修正值、欧元区 5 月经济景气指
数，值得重点关注，数据的好坏将影响欧系货币走势，从而影响美元及金价。
若日内数据及希腊消息没什么吸引眼球的地方，部分投资者可能选择观望，等待周五(5
月 29 日)的美国第一季度 GDP 修正值数据的出炉，或者依据对 GDP 的大幅下修预期来短线逢
低买入黄金。市场预期中值显示，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修正值料下修至萎缩 0.8%，
初值为增长 0.2%。
美国第一季度 GDP，虽然是被美联储认为受天气等暂时性因素影响的数据，对加息前景
的指引不大，但是，若第一季度 GDP 的疲软程度/萎缩程度超出市场预期，那么，也会给 2015
全年 GDP 的表现带来拖累，这可能导致美联储下修全年经济预期，而从市场心理层面来说，
这是不利加息前景、利好金价的消息。
新德里 Insignia 交易顾问公司称，周五(5 月 29 日)将揭晓的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数
据应会对美国经济强度提供指引，并会为下周三(6 月 3 日)之前的黄金市场提供交投依据；
就目前而言，金价近日支撑关注 1175.00 美元/盎司。
纽约 MUFG 联合银行称，在经历一段相当恶劣的寒冬天气之后，随着时序进入春季与夏
季月份，近来良好的数据可能只是率先出炉，后市还有更多显示经济活动增强的大量报告。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