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日交易行情概况
【 白银T+D 】

单位：元/克、元/千克

开盘价 3616.00

收盘价 3588.00

最高价 3648.00
交易量 2797022 千克

最低价 3579.00

结算价 3610.00

【 黄金T+D 】
开盘价 240.11
最高价 241.38

收盘价 239.03
最低价 238.70

结算价 240.02

交易量 20290 千克
【 M黄金T+D 】
开盘价 240.86
最高价 241.30
交易量 1472.60 千克

收盘价 239.26
最低价 238.90

延期补偿费支付方向：Au(T+D)-- 多付空;

结算价 2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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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5 月 27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徘徊于 1187 美元/盎司一线，昨日大幅收跌
1.66%创四周(4 月 30 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下破千二关口并跌近 20 美元至 1187 一线，受
技术卖盘、美元走强、强劲美国数据引发加息忧虑的打压。技术面为短期进一步下破打开空
间，今日缺乏美国重磅消息，关注 G7 会议、英国国会大典，或通过影响美元来影响金价表
现。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2、行情趋势研判
金价日内跌破 1200，日图跌破 20 日均线，MACD 指标熊叉，短期仍显示跌向 1190.0 下
方的风险。反弹突破 1202.6 才缓解下行压力，不过突破周五高点 1214.6 才扭转下行倾向。
白银亚市回落。日图反弹缺乏动力，有可能重新下行，指向 20 日均线，随机指标自高
位回落，仍有下行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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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空头排山倒海，继续下破空间已打开
周三(5 月 27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徘徊于 1187 美元/盎司一线，昨日大幅收跌
1.66%创四周(4 月 30 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下破千二关口并跌近 20 美元至 1187 一线，受
技术卖盘、美元走强、强劲美国数据引发加息忧虑的打压。技术面为短期进一步下破打开空
间，今日缺乏美国重磅消息，关注 G7 会议、英国国会大典，或通过影响美元来影响金价表
现。

今早美联储鹰派票委莱克未对经济前景及美联储货币政策进行评述，此前其呼吁 6 月加
息，此次保持沉默或是其 6 月加息的鹰派立场有所动摇的缘故。
金价昨日大跌近 20 美元，主要来自两波跌势，首先是欧市盘初时候，欧洲市场对希腊
债务局势忧虑及西班牙反紧缩忧虑有力地推升美元，施压金价；然后是在北美盘初时候，强
劲美国经济数据强化美联储加息预期，提升美元并打压金价。
当然，正如近日反复提醒的，金价处在短期弱势格局、美元处在重启反弹的强势格局，
这是基本面能够如此顺利成就“美元涨势金戈铁马、金价跌势排山倒海”的重要前提。详
见汇通网相关链接：
【图解】GDX 尽显疲态，金银面临下破风险
黄金来到深跌/反弹十字路口，美国 GDP 指引方向选择
技术面来看，金价昨日跌破多道支撑：千二重要心理关口，1199 一线的 34 日和 20 日
均线聚合点、近期三角形态上轨支撑，凸显空头爆发的力道之大。更重要的是，盘中大跌后
收盘时守住大部分跌幅，凸显多头根本无力/不愿反击。目前金价正来到近期三角形态下轨
一线，从近期上探失败而重新转跌的情况来看，近日跌破该支撑并朝着 1170 甚至 1143 一线
下探的概率较大。

昨晚(5 月 26 日晚)出炉的美国三大重磅数据一致强劲，凸显第二季度期间美国在房市、
消费者信心及企业支出方面均进展不错。这进一步印证美联储看淡第一季度经济疲软表现、
对加息充满信心的判断是正确的，从而推升加息预期。
数据显示，美国 4 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月率超预期上升 6.8%至 57.1 万户，预期会上升
5.0%至 51.0 万户，前值则下降 10.0%至 48.4 万户；5 月谘商会消费信心指数也超预期改善
至 95.4；美国 4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如期跌 0.5%，但核心耐用品订单(扣除飞机非国防资本的
耐用品数据)却意外大涨 1.0%，意味着美国企业投资支出计划连续第二个月稳步增加，表明
该国企业投资在下半年料将回升，也将给制造业以及广泛经济带来支撑。

【机构解读/前瞻金银市场】
AvaTrade 首席策略师称，黄金多头无疑被美国消费信心和住房销售等数据扇了耳光；
强势美元乃最大推手，金价和油价均走软。耶伦 5 月 22 日有关年内开始加息的表述已“实
实在在地点燃了市场看涨美元的热情”，美元多头目前非常确信，美联储最终会在年内加息。
黄金技术面处在超卖状态，这恐只能仍金价跌势略微告一段落，而非带来实质反转。
芝加哥 RJO 期货公司称，美联储的表态相当鹰派(倾向于收紧货币政策)，使得美元指数
大幅上涨且金价走低；耐用品订单的部分数据向好，使得贵金属市场出现更多卖压。
德国商业银行报告称，金价已跌破 1200 美元/盎司的关键整数心理关口，因美元大幅走
强导致金价承受莫大的下行压力，在投机性投资者推动下，金价 5 月中旬涨破 1230 后形势
急转直下并导致根基不稳。
Hantec Markets 公司称，在美元走强之际，黄金市场出现了引人注意的发展，目前空头
占上风。在跌破 1200 之后，虽然仍在 1178-1224 近期区间内，但金市明显陷入看空态势中，
需要关注金价能否守住 1179 美元/盎司支撑。
高盛报告称，预计美元继续强劲，且美联储逐步升息将会使得金价进一步走低。该行的
3 个月金价预期为 1180 美元/盎司，6 个月金价预期为 1150 美元/盎司，12 个月金价预期为
1050 美元/盎司。
德国商业银行指出，目前黄金市场最大的困难仍然在美联储升息上，该行预计美联储将
在今年 9 月升息。一旦秋季美联储开始第一次升息，那么金价可能会再次开始上涨，但涨幅
将是比较温和的。此外，FXSTREET 策略师称，在跌破 1191 后，金价可能会下行到 1182 美
元/盎司的支撑水平。
白银市场周二正在“受难”
，因处在高位且近期大增的多仓遭遇大规模平仓操作，且后
市可能继续受此冲击。虽然从昨日行情看，银价表现较金价明显抗跌。
美银美林指出，CFTC 最新(5 月 13-19 日当周)持仓数据表明，对冲基金和货币经理人以
1997 年以来最强单周表现来买入美国 COMEX 期货白银合约，使得白银投机性净多头头寸增
至三个月高位；在 COMEX 白银期货多头扎堆之际，金价恐最终将下测 13.33 美元/盎司的 12
年趋势线支撑位。
【今日缺乏美国重磅消息，关注 G7 会议、英国国会大典】
在重磅数据集中出炉后，美国今日没有重要消息出炉，但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今日在
德国德累斯顿召开，为期三天(5 月 27-29 日)。此外，英国今日举行国会大典，女王讲话将
揭露大选后的新政府的未来重要政策导向。
G7 会议料将讨论全球经济健康及金融监管问题。希腊可能会对谈判日程做出安排，因
欧洲领导人已告诫希腊，陷入资金困境的希腊，在获得更多援助金发放之前需与 IMF 达成协
议。
英国女王周三(5 月 27 日)将在国会开幕典礼(The

State

Opening

of Parliament)

（新一届国会执政的第一天)上发表讲话，届时将揭露卡梅伦再次掌权后的政府的政策及立
法建议。
巴克莱经济学家们称，预计女王将为英国在诸如财政整固、欧盟谈判、苏格兰权力下放

(Scottish devolution)、及政府的其它重要政策方面，给出政策导向。
这些消息可能对金价直接影响有限，但会通过影响美元来影响金价表现。若美元方面无
大动作，那么今日金价可能较昨日波幅明显缩窄，表现为小幅下跌，或依托三角形下轨支撑
展开小幅反弹，但料不会影响目前的短期弱势看跌格局。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