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日交易行情概况
【 白银T+D 】

单位：元/克、元/千克

开盘价 3645.00

收盘价 3616.00

最高价 3658.00
交易量 2879372 千克

最低价 3598.00

结算价 3621.00

【 黄金T+D 】
开盘价 241.61
最高价 242.14

收盘价 240.50
最低价 240.00

结算价 240.55

交易量 24374 千克
【 M黄金T+D 】
开盘价 241.50
最高价 242.19
交易量 1260 千克

收盘价 240.69
最低价 240.01

延期补偿费支付方向：Au(T+D)-- 多付空;

结算价 2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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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5 月 26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徘徊于 1205 美元/盎司一线，昨日因美国等
多国休市，金价波幅不足 6 美元。在 5 月 19 日的大跌后，金价连续数日收出十字星形态，
虽然这是金价处在弱势的信号，但仍安然守稳千二关口及 20 日均线(1201 一线)，这凸显市
场观望情绪浓烈。今晚将迎来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4 月耐用品订单数据将领衔来袭，有望
令千二争夺结果见分晓。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2、行情趋势研判
金价周五震荡，收盘录得十字星。目前 20 日均线 1201 上方获得支持，料日内有机会整
理。反弹阻力 1207，料短期反弹仍限制于周五高点 1214.79 下方。清晰突破该位才扭转下
行倾向。短线仍倾向 1214.79 下方逢高做空。
白银回落持续在 17.00 附近守稳，日图随机指标试图自超卖上方反弹，不排除重新转为
上扬的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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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守稳多头底线，迎战今晚美国众多数据
周二(5 月 26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徘徊于 1205 美元/盎司一线，昨日因美国等
多国休市，金价波幅不足 6 美元。在 5 月 19 日的大跌后，金价连续数日收出十字星形态，
虽然这是金价处在弱势的信号，但仍安然守稳千二关口及 20 日均线(1201 一线)，这凸显市
场观望情绪浓烈。今晚将迎来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4 月耐用品订单数据将领衔来袭，有望
令千二争夺结果见分晓。
自去年底以来，金价持续处在长期筑底格局中。如下图 1 所示，年初以来，金银价格持
续以横盘震荡方式展开，若将金银各自 1 月 1 日的价格指数设为 100 作为参考，那么经过近
五个月时间后，金银仍处在 100 上方附近不远处，白银格局稍稍强于黄金。这种震荡筑底格
局仍可能持续数月时间，甚至，在美联储加息日益逼近的时候，还可能出现一波可观的下跌
行情，但技术面格局暗示长期底部已越来越接近尾声。

(图 1：金银年初以来相对走势一览)

(图 2：现货黄金日图短期格局一览)
金银市场当前焦点仍在美联储加息信号上，由于美联储第三季度是否加息取决于第二季
度经济反弹力度，因而，经济数据继续占山为王。欧洲诸如希腊债务忧虑、西班牙地方选举
带来的政治忧虑等，金银均无动于衷。
由于周一(5 月 25 日)美国市场因“阵亡将士追悼日”而休市，市场所谈及的仍是上周
末前的耶伦肯定年内将加息的表态，因为这种表态的影响通常不是短暂的，具有一定的持续
性。
【看跌金价一个理由足矣：FED 加息前景】
新加坡一交易员称，耶伦的发言以及其对美元带来的积极影响，这都对黄金不利。尽管
经济数据表现让人失望，但貌似美联储还会在今年升息，美元也重新出现了动能，因此金价
将很快会跌破 1200 美元/盎司关口。
AvaTrade 首席市场分析师称，美联储加息对黄金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金价或在
上周录得 4 月来最大周跌幅后延续跌势。耶伦上周确认，她仍相信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交
易员可不喜欢这个消息。
LOGIC 商品投资顾问公司称，耶伦确实是说，经济数据疲弱基本上没有影响她对美国经
济的信心，她料美联储将在今年升息，所以这是不利黄金的因素，美联储决策者会可能等到
12 月才升息，除非美国公布一连串强劲的经济数据。
Bolton 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称，认为耶伦和所有美联储官员一直在做的是“非常谨慎地
安排他们的行动路径”，这可能是美联储将在某一时点升息的最明显信号，美联储担心市场
反应过猛。
巴克莱认为，金价第三季度恐最为艰难，因投资者担心美联储将在第三季度加息，虽然，
季节性消费有望带来一些缓冲。此外，CFTC 投机者在最近一周(5 月 13-19 日当周)将所持黄
金净多头增加至 7.8617 万手合约。对此，巴克莱资本报告给出悲观解读称，这主要来自空
头减仓，一旦未来数日发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好于预期，恐怕黄金市场就会出现“多头赎回”
现象，进而导致金价下跌。

【“中性立场”点评】
CMC Markets 资深策略师称，仍对黄金市场持中性看法，毕竟市场交投区间已经扩大至
1180.00-1230.00 美元/盎司。
iiTrader.com 高级商品经纪人称，目前什么都看美元。对本周金价的态度偏中间。技
术面而言，若美元不能上行突破，则可能会有很大卖压，对黄金将是利好。
盛宝银行策略师称，金价处在震荡区域内，很明显的是黄金需求缺乏清晰的推动因素，
使得目前市场有很大分歧。
美银美林称，目前黄金市场可观望，要有耐心。近期要关注的是 5 月 5 日的高点 1199
美元/盎司，一旦跌破将一路跌向 1162 美元/盎司，甚至可能进一步下跌。
【看涨阵营及因素】
美元、黄金等各类资产来到方向性转折阶段，金银头寸形势的急剧变化或许酝酿着国际
金融市场的重大转向。CFTC 报告显示，交易员已十多年没有以当前力度吃进黄金和白银了，
最新持仓数据显示，大型投机商买入白银的规模创十八年(1997 年 9 月以来)最激进程度。
CFTC 数据显示，黄金净多头连续第二周增加，增加 4.5181 万手至净多头 12.2621 万手
合约，创 3 月份初期以来最大单周增幅；黄金净多头金额也从 92 亿美元升至 148 亿美元，
凸显投机者看多黄金的意愿进一步增强。白银期货非商业性头寸净多头增加近 2.2 万手，接
近十年(2005 年以来)最高净多头水平；白银大型投机商净多头头寸数从 24 亿美元激增至 44
亿美元。
盛宝银行称，那些想退出金市的投资者已基本离场。而 Comex 净多头头寸则接近 201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空头头寸则处在近 8 万手的较高水平，自 2013 年以来，每次出现类似
情况，空头头寸都会出现大降。目前市场大量观望，等待着金价跌破 1170 或突破 1230，而
上行突破是能性更大。
加拿大丰业银行(Scotiabank)称，只要金价能保住 1201 支撑，则短线仍对黄金持相对
乐观态度。但若金价收低于 1201 一线，将对黄金持中立立场。阻力位于 1220 和 1232 附近。
大宗商品市场技术分析 Morrison
能会突破 1230 美元/盎司。

on the Markets 公司认为，两三周后，金价有可

FXStreet 分析师认为，综合来看，金价只要仍处于 20 日均线上方，就有继续向上反弹
的可能。(目前 20 日均线在 1200.99 美元/盎司。)
汇丰银行(HSBC)首席经济学家称，若说全球经济是一艘“泰坦尼克号”
，则实物金银则
可能是对冲风险的“救生艇”
。目前，全球经济就像一艘“华而不实”的“泰坦尼克号”
，一
旦遭遇危机，世界各大经济体将不及 2008 年应对危机那般给力，届时恐怕很多人抓不到“救
生艇”
，因此，建议买入实物金银。
【耐用品订单，领衔美国数据来袭】
周二(5 月 26 日)将有一系列美国经济数据出炉，其中，4 月耐用品订单最为重要，也本
周出炉的首份美国重磅数据，其市场影响力未必会次于第一季度 GDP 修正值。预期中值显示，
美国 4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料下跌 0.4%，3 月大幅增长 4.4%。

若周二(5 月 26 日)出炉的美国 4 月耐用品订单报告的细节表现坚挺，那么，第二季度
GDP 可能会略为增长。飞机订单下滑可能拉低美国 4 月耐用品订单主指标。波音 4 月订单数
降至 37 架，低于 3 月的 39 架。但是，剔除国防、飞机和装船的耐用品订单，这是美国资本
支出及 GDP 预期的重要依据，这两者均有望高于第一季度均值表现。
今晚还值得关注的数据包括：美国 5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美国 4 月新屋销售、5
月达拉斯及里奇蒙德两大地区制造业数据。美国谘商会消费者信心在 4 月份曾大幅下滑至
95.2，5 月料进一步回落至 95.0。上周公布的美国两大房市数据(新屋开工及成屋销售)好坏
不一，因而今晚的新屋销售数据好坏值得关注，市场料 4 月总数年化由 48.1 万升至 51.0
万。5 月两大地区制造业方面，若数据较前值/预期值相差很大，将带来一定市场影响，否
则料影响较为有限。
美国当地时间周二晚间，里奇蒙德联储主席莱克(Jeffrey Lacker)将就金融稳定发表讲
话。他是今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中加息态度最鲜明的委员，因此值得关注的是：是
否鹰派的他也放弃了对美联储 6 月加息的预期。不过，鉴于莱克的讲话时间在北京时间周三
08:10，因而其影响将需要等待周三行情才能见证。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