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日交易行情概况
【 白银T+D 】

单位：元/克、元/千克

开盘价 3565.00

收盘价 3570.00

最高价 3581.00
交易量 2876954 千克

最低价 3549.00

结算价 3566.00

【 黄金T+D 】
开盘价 236.73
最高价 237.55

收盘价 237.50
最低价 236.01

结算价 237.02

交易量 25612 千克
【 M黄金T+D 】
开盘价 237.00
最高价 237.90
交易量 2017.60 千克

收盘价 237.33
最低价 236.20

延期补偿费支付方向：Au(T+D)-- 多付空;

结算价 2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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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6 月 1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小幅冲高回落，目前徘徊于 1190 美元/盎司一
线；上周连续第二周大幅收跌，不过近期金价于区间内涨跌持续交替，未必暗示本周会进一
步疲软。华尔街专家及受访普通投资者偏于看涨本周金价，虽然分歧看法依然存在。在空头
验证了 1180 支撑的神奇魔力后，本周金价能否最终上涨，还看美国 5 月非农报告及希腊 3
亿欧元偿债问题。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2、行情趋势研判
金价周四自 1180.12 低点反弹，连续两日日图收盘录得十字星，但目前缺乏反弹突破
1200 的动能。若回落跌破 1185 则仍有机会跌破 1180.12。可能跌向短期下行通道底部 1175。
白银轻微反弹修正。日图随机指标自超卖反弹，显示一定的上行修正压力。关注 20 日
均线能否上破，若上破则可能恢复短期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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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本周偏看涨，决定权还看非农及希腊债务
周一(6 月 1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小幅冲高回落，目前徘徊于 1190 美元/盎司一

线；上周连续第二周大幅收跌，不过近期金价于区间内涨跌持续交替，未必暗示本周会进一
步疲软。华尔街专家及受访普通投资者偏于看涨本周金价，虽然分歧看法依然存在。在空头
验证了 1180 支撑的神奇魔力后，本周金价能否最终上涨，还看美国 5 月非农报告及希腊 3
亿欧元偿债问题。
技术面来看，现货黄金自上周四测试了 1180 支撑的神奇魔力后，上周五表现坚挺，且
今早开盘后还迅速冲高了 7 美元试探至 1197 美元/盎司一线，凸显短线投机商在努力争取重
新夺回 1200 关口的决心。
短线来看，1198-1200 能否顺利突破仍存在变数，该区域汇集千二心理关口、34 日均线
及 20 日均线。无论本周争夺结果如何，本周交投区间可能不会打破 1180-1215 美元/盎司。

CFTC 最新一周(5 月 26 日止当周)报告显示，对冲基金减持金银净多头头寸。具体数据
显示，COMEX 黄金投机净多头头寸减少 1.3646 万手，至 7.3025 万手；COMEX 白银投机净多
头头寸增加 524 手，至 4.1555 万手。值得注意的是，5 月 26 日，金价遭遇了大跌，因而 CFTC
持仓数据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这一跌势，对后市的指引作用较为有限。
对于本周金价行情，华尔街专家及普通民众投资者均偏于看涨，但相比于华尔街专家的
乐观，
“再次更准确预估到上周金价行情”的普通民众投资者看法分歧更大，看涨人数比重
仍不及一半，说明市场看法分歧仍较大。
上周五(5 月 29 日)展开的两项调查显示，
在参与投票的 515 位普通投资者里，
230 人(45%)
看涨未来一周金价，186 人(37%)看跌，另有 96 人(19%)不持看法。
华尔街专家中，
看涨本周金价的比重明显更高。33 名受访专家 20 人给了回应：
13 人(65%)
看涨未来一周金价，3 人(15%)看跌，另有 4 人(20%)持中性看法。这些市场参与者包括黄金
交易员、投行、期货交易员和技术分析师。
【看涨金价的理由】
即便是在美元上涨之际，黄金价格仍然已经设法保持在近期阻力位附近，大有蓄势待发
之势。Heritage 西方金融公司、CMC Market 公司等均认为，黄金价格短期之内应该能够守
住其支撑位。

Heritage 西方金融指出，黄金价格似乎还不至于迅速地失守 1170.00 美元/盎司并打开
下行空间。
CMC Market 公司认为，金价已在 1175-1230 美元/盎司通道略微低于 1200 整数心理关
口趋于稳定，并已表现出回暖迹象；若 PMI 或非农报告欠佳，美元恐将再度碰壁，进而为金
价提供支撑。
Walsh Trading 商品对冲部门总监 Sean Lusk 指出，看涨未来一周的金价行情。不过他
指出，目前，投资者实在难以确信黄金市场到底要上涨还是下跌，恐怕这样的两难困境一时
半会儿还不会出现改观，恐怕仍然会局限于 1130-1230 美元/盎司这一区区 100 美元的交投
空间里。
另有分析师认为，由于预计美元会出现短期回调，这料将利好未来一周金价表现。
【看跌金价的理由】
看跌本周金价者中，有分析指出，随着希腊债务违约风险降温和美国经济数据得到改善，
黄金价格恐怕面临下行风险；只要美国经济数据没有走软，黄金价格恐怕就难以获得可圈可
点的上涨动能，而美国数据中周五(6 月 5 日)的美国 5 月非农就业报告对金市最为重要。
在疲软的第一季度 GDP 数据后，美联储 9 月加息预期有增无减，这不利金价表现。上周
五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 GDP 年化季率下修为萎缩 0.7%，萎缩程度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 Michael

Feroli 称，美国经济可能无需从第一季度的不佳当中

反弹太多，就会促使美联储会在 9 月份加息。他补充称，若美国经济在今年剩余时间年化季
率增幅达到 2%-3%且非农就业每月增加约 17.5 万，那么美联储就会在 9 月加息。
美联储鹰派票委、里奇蒙德联储主席莱克 5 月 26 日甚至继续表示，6 月仍可能是合理
的加息时机，不过目前其尚未就投票支持 6 月加息做出决定。
【本周聚焦非农报告、希腊 3 亿债务问题】
本周是超级非农周，市场焦点当然在周五(6 月 5 日)的美国 5 月非农报告上。但鉴于美
联储也关注海外经济情况，因而，本周其他重磅经济数据也值得给予关注，包括：周一的全
球主要经济体 5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历史行情显示，6 月中旬通常是买入黄金较好的时机，通常金价都处在较低水平，在实
物黄金买需尚可，特别是鉴于印度的佛陀满月节是黄金购买的旺季。不过，考虑到美联储加
息步伐日益临近，且市场对于本周美国 5 月非农数据整体预期较为乐观。金价是否能低位反
弹，仍需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大宗商品主管称，虽然未来一周有大量的重要经济数据发
布，但只要数据普遍符合预期，恐怕美联储 2015 年下半年加息的预期就不会出现任何差池，
本周数据和行情恐将表现得“中规中矩”
，由于 FOMC 未来加息行动表现得若隐若现，使得金
市下跌风险益发明显，这意味着，一旦经济数据向好，黄金价格势必下跌；反之，数据欠佳
则可恐提振金价；但只要美国经济数据不至于太差，相信美联储 9 月份加息的预期将安全无
虞。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财富管理副总裁略微看好本周黄金价格前景，称金市已消化了美
联储加息前景，从而使得金价下跌空间得到遏制，但随着美国薪资上涨，本周五的美国 5

月非农就业报告可能会从通胀这个方面利好黄金价格。
Incrementum AG 基 金 经 理 兼
In Gold We Trust
报 告 作 者
Ronald-Peter Stoeferle 称，美国非农就业报告中的薪资数据将会是黄金市场短期走势的
重要指标，虽说看空未来一周金价至 1160 美元/盎司一线，但更长周期有望上涨，任何推高
黄金价格的都应当与通胀率上涨攸关。
非农报告日另一关键风险事件也将吸引眼球——希腊政府在周五(6 月 5 日)将有约 3 亿
欧元 IMF 贷款到期。如果在本周的前几个交易日，其与债权人达成协议，那么自然万事大吉，
否则是否能还款、抑或是否再通过借 IMF 钱还给 IMF 的方式在度过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市
场焦虑，可能对金价带来一定的避险支撑。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黄金周评】
“黑五月”表现尚可，超级周生死几何？
本周(5 月 25 日-29 日当周)国际金价下跌 1.29%，最终收报 1190.58 美元/盎司。美国
二季度经济数据表现强劲，提振美联储加息预期，成为了本周打压金价的最关键因素。当
然，就五月的整体表现来看，金价还略有收高，相比于过去 10 年传统意义上的“黑五月”，
今年金价在 5 月的表现可以说已经表现不俗了。
下周市场将步入 6 月行情的第一周，也将是一轮具有非农数据等关键风险事件的超级
周。从数据来看，6 月中旬此前是买入黄金比较好的时机，通常金价都处在较低的水平，在
实物黄金市场而言，印度的佛陀满月节是黄金购买的旺季。不过，考虑到美联储加息步伐
日益临近，且市场对于下周的非农数据整体预期较为乐观。金价是否能低位反弹，仍需打
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本周行情回顾：金价承压，美经济数据强化年内加息预期
本周金价整体承压，从当周五个交易日的表现看，周二的大跌走势无疑奠定了本周下
行的基调。而此后数个交易日虽略有反弹，但也无济于事。消息面上，美国二季度经济数
据表现不俗，强化了年内尤其是 9 月加息的预期，令金价多头受挫。

美联储主席耶伦上周五称，预计美联储将在 2015 年会升息，但过程可能是逐步的，升
息的时机要看未来的经济数据。在市场对于 6 月加息前景感到失望之后，耶伦的讲话无疑
令 9 月升息概率保持在高位。当前，多数分析师预计 9 月升息。
美国商务部周二数据显示，4 月扣除飞机的非国防资本财订单连续第二个月强劲上升，
增长 1.0%，此前 3 月的数据上修至增长 1.5%。这是倍受关注的衡量企业支出计划的一项指
标。核心资本订单 3 月初值为上升 0.6%，上月的增速高于市场预估的增长 0.4%，令人谨慎
乐观认为，能源行业以外的企业支出将在未来几个月增加，并支撑制造业。
此外，美国 4 月新屋销售增加 6.8%，3 月整体房价稳步上扬，这应提振家庭资产，并
支持消费者支出。这些数据也巩固了经济稳步增长的趋势。同时美国经济咨商会公布 5 月
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4 月的 94.3 上升至 95.4。
尽管此后周五发布的美国一季度 GDP 遭遇下修，但相关数据表现依然在市场预料之内，
且多数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一季度经济的下滑仅是暂时性的现象。美国商务部(DOC)周五(5
月 2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值年化季率下跌 0.7%，
预期下跌 0.9%，初值增长 0.2%，去年四季度增长 2.2%。
彭博首席经济学家称，很多拖累美国第一季度 GDP 表现的因素都是暂时的，美元走强
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预计第二季度 GDP 增速将会出现好转。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经济数据外，本周美国方面另外一件备受关注的事件，那就是美
联储主席耶伦正式宣布将缺席 8 月举行的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引
来市场诸多猜疑。
CNBC 列举了两大可能原因，一是 8 月央行大会距离美联储 9 月会议时间近，美联储很
可能在 9 月加息，故耶伦不想提前透露太多信息；二是国会方面的政治压力让耶伦减少公
开场合演讲。
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于今年 9 月加息。耶伦可能是希望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到来前

的几周内，保持相对沉默。否则，市场届时将对她 8 月讲话给予过多关注，而耶伦希望让
人们把注意力分散在多个渠道上。
CNBC 评论称，耶伦可能更是希望将“何时加息”的信息通过官方正式渠道来传达，如
FOMC 声明、新闻发布会，而非在会议上，哪怕是 Jackson Hole 这样正式的央行大会。
下周迎来 6 月超级周行情，非农希腊料将再掀波澜
下周市场将迎来全新一轮的超级周行情，也将是步入 6 月以后的第一周行情。消息面
上，美国非农数据、欧英澳三大央行利率决议、希腊还款期到来等无疑将成为市场的主要
关注焦点。
最新的路透预期显示，下周五将公布的美国 5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有望新增 22.4 万
人，失业率则将维持在 5.4%。两项指标的预期均与上月几乎持平。这一方面显示出市场认
为目前就业复苏的势头保持稳健，另一方面，如果能证实这样的表现，也将预示着美联储
离 9 月加息又近了一步。
投行美银美林就预计，美国 5 月非农就业人数为 22 万，失业率为 5.4%。
荷兰国际集团(ING)分析师周五(5 月 29 日)则预计，美国未来几个季度经济将重新恢复
上升趋势。美国 5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将增加 24 万人，失业率将维持在 5.4%不变。该行
分析师指出，5 月平均每小时工资月率也有重大影响，但是其并不预计该数据会大幅上升。
该行分析师还称：
“下周还有好几位美联储(FED)官员将发表讲话，我们将看看这些官
员是否会更加承认需在不久的将来收紧货币政策。
”
除了非农外，希腊局势下周也料仍将夺人眼球。希腊政府下周可能勉强偿还一笔贷款，
但在再度面临违约之前，仅有很短时间来弥合与债权人之间的巨大分歧。希腊政府必须抓
紧机会在下周五(6 月 5 日)约 3 亿欧元还款到期之前，达成救援换改革协议。
欧元区副财长称，除非总体交易概要在 6 月 5 日前就绪，否则不可能在 6 月获得新的
资金。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称，不大可能这么快达成协议，不过尽管希腊官员警告事
态严重，但 6 月 5 日不再被看作末日，因为雅典方面有足够现金和可选方式来避免此时违
约。专家们也表示，即便希腊真的未能及时偿还 IMF 贷款，也并不一定会马上带来灾难性
的后果。
希腊已从国有实体征用现金，并动用了 IMF 的紧急储备资金，据接近政府的知情人士
称，鉴于希腊要在 6 月份分四批向 IMF 还款共计 15 亿欧元，截止目前，希腊并没有足够的
现金两者兼顾。
金价下周如何走？各路调查意见不一
金价本周后半段的盘整走势，令不少市场交易员迷失了方向。而放眼下周，在众多风
险事件陆续来临的背景下，各界对于金价的走向，似乎也依然意见不一。
据 Kicto 调查结果显示，本周，接受调查的 33 位市场专业人士中，20 位作出了回复，
其中 13 人(65%)看涨，3 人(15%)看跌，4 人(20%)看平。市场人士包括黄金交易员、投资银
行、期货交易员以及技术分析师。
但据彭博社周五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因美元“霸气”归来，美国经济好转提振美联
储加息预期，半数黄金交易员、分析师看空下周金价。在接受调查的 20 位黄金交易商及分

析师中，7 人看涨，10 人看空，3 人看平。
有交易员指出，他看空黄金，因希腊债务危机风险下降，美国经济数据也在改善。
“除
非大量美国数据表现不佳，金价才会上涨，”他表示，
“下周的非农数据对黄金市场至关重
要。
”
但也有分析师看涨金价，因尽管美元走强，黄金仍成功保持在近期阻力以上。莫里森
(Morrison)在线黄金市场简报编辑 Ken Morrison，Heritage West Financial 的
Ralph Preston 以及 CMC Markets 的 Colin Cieszynski 在他们的调查结果中都指出黄金
保持在支撑位以上说明短期内金价会看涨。
Preston 表示：
“截至目前，黄金似乎不会很快跌破 1170 继续下行。黄金在 1170 美元/
盎司至 1230 美元/盎司区间的中部，1200 美元/盎司以下趋稳，而且开始反弹，
”Cieszynski
指出，
“美国疲弱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以及就业人数可能会令美元承压，从而令黄金受
到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