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日交易行情概况
【 白银T+D 】

单位：元/克、元/千克

开盘价 3582.00

收盘价 3579.00

最高价 3603.00
交易量 1967502 千克

最低价 3572.00

结算价 3586.00

【 黄金T+D 】
开盘价 237.79
最高价 238.38

收盘价 237.19
最低价 237.00

结算价 237.64

交易量 32564 千克
【 M黄金T+D 】
开盘价 237.78
最高价 238.30
交易量 1472.00 千克

收盘价 237.39
最低价 237.22

延期补偿费支付方向：Au(T+D)-- 多付空;

结算价 2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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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亚市早盘，
国际现货黄金略承压于 1183 美元/盎司一线，
昨日收跌 0.66%，
盘中闪跌刺穿 1180 美元/盎司关口触及 1179.48。金价昨日出现六个交易日以来最大跌势，
是近日反复提醒的下行风险的一种实质化。昨日金价进一步受希腊局势的主导，希腊局势的
改善希望进一步减弱金价支撑。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2、行情趋势研判
尽管周二反弹，但与周一高点 1204.7 仍有相当距离。需要突破周二高点 1196.4 才显示
新一轮上行动能，不过自 5 月 18 日高点 1232.8 的跌浪仍主导日图。1180.2 低点仍脆弱，
该位为 1170.0 防线。
白银亚市轻微回落。日图在 20 日均线下方窄幅盘整，短期缺乏明显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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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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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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FX）

4、机构论市
黄金闪跌刺穿 1180，低位接盘魔力或再现
周四(6 月 4 日)亚市早盘，
国际现货黄金略承压于 1183 美元/盎司一线，
昨日收跌 0.66%，
盘中闪跌刺穿 1180 美元/盎司关口触及 1179.48。金价昨日出现六个交易日以来最大跌势，
是近日反复提醒的下行风险的一种实质化。昨日金价进一步受希腊局势的主导，希腊局势的
改善希望进一步减弱金价支撑。
受巨量卖盘的打压，隔夜北美盘中，金价短线跳水 10 美元并短暂刺穿 1180 美元/盎司

关口。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即时交易数据显示，美国 COMEX 8 月黄金期货价格在北
京时间 00:35-00:37 成交 5933 手，00:40 分再成交 4007 手。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纽约策略师称，黄金市场对希腊局势的演变闻风而动，且金价出
现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溢价消退现象。
就在黄金价格跳水前不久，希腊政府官员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
国总统奥朗德通话；欧盟莫斯科维奇，目标是为了就希腊问题迅速达成协议，
“这是可能的，
也是必要的”，且希腊问题并不存在 B 计划。
Warwick Valley 金融顾问公司称，这对黄金投资者们来说可能是一个警示信号，金价
未来还会有些下行的压力。交易员们需要在未来几天保持谨慎，因为黄金价格在希腊债务问
题的最终结论得出之前会有非常大的波动。
技术面来看，金价昨日跌势印证了近日提醒的下行风险，隔夜金价短暂下破 1180 关口
后，目前仍处在该重要支撑上方。短期来看，1180-1170 区域支撑料牢不可破，因当金价逼
近该区域支撑时，逢低买盘会涌入阻止金价进一步下跌。当然，若周五希腊达成协议且非
农报告非常强劲两大利空同时来袭，金价短暂跌破 1180-1170 区域并非没有可能。上行方面，
初步阻力则关注 1193-1196 区域，然后是 1200 关口，而 6 月 1 日高位 1204.47 料成为近日
难以突破的水平阻力。

【外围市场利空金价】
外围市场方面，虽然美元下跌欧元上涨支撑金价，但油价下跌、欧美债市收益率纷纷跳
涨、美股上涨，均打压处在弱势格局的金价。
美国 7 月原油期货收跌 2.34%至 59.60 美元/桶，OPEC 会议的不减产预期继续施压油价。
美国三大股指一致温和收涨，收涨幅度在 0.23-0.46%。德债周三遭受 2000 年以来最为严重
的单日抛售，10 年期德债收益率跳涨 20 个基点至 0.888%，创 2014 年 10 月以来最高收盘位。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也跳涨 10.7 个基点至 2.364%。
美元指数昨日继续疲软，收跌 0.60%至两周低位 95.35，虽然美国不乏 ADP 及贸易帐的
坚挺数据，但非制造业数据疲软；更重要的是，欧洲央行决议声明及数据一致乐观，欧元延
续涨势而收涨 1.04%至逾两周高位。

Sharps Pixley 首席执行官称，近期美元汇率飙升对金价的打击没有预期那么严重，
因而，在美元汇率回调的时候，金价得到的推动也不会那么大。
【欧洲消息一致乐观，美国数据好坏参半】
隔夜，欧洲央行决议维持三大利率不变，德拉基发布会看好 QE 效果、对经济和通胀措
辞乐观，称近期宽松政策使经济前景有所改善，欧元区正处在复苏正轨上；上调通胀预期并
称通胀已在年初触底且后市有望回升；没必要扩大 QE。
除了德拉基的乐观表态，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称，希腊提交的方案将避免希腊退欧。他将
与容克会面讨论希腊提案，欧洲的领导人在希腊问题上应该作出现实的选择。昨日出炉的欧
元区各项数据均超预期改善：欧元区 4 月失业率超预期降至三年多最低 11.1%，4 月零售销
售月率超预期增长 0.7%，5 月服务业 PMI 终值意外上修至 53.8。
美国数据方面，美国 5 月 ADP 就业人数超预期增加至 20.1 万，市场预期增 20.0 万，前
值增 16.5 万；这强化了投资者对周五(6 月 5 日)的美国 5 月非农就业报告向好的预期。美
国 4 月贸易帐赤字超预期改善，至赤字 409 亿美元，受出口增长和进口下滑的双重提振。不
过，美国 5 月 ISM 非制造业采 PMI 却超预期回落至 55.7，市场原本预计仅从前值的 57.8 降
至 57.0。
ADP(就业数据公司)总裁称，5 月 ADP 就业人数高于 20 万关口，增幅创自 1 月来最大，
表明当前美国就业市场整体较为健康。希望进入夏季后，美国就业人口能够持续当前的上升
势头。穆迪首席经济学家称，美国 5 月就业市场整体较为稳固，预计就业市场将在明年这个
时侯达到充分就业。就业市场当前唯一的问题是因油价下跌能源产业的就业不理想，此外；
由于美元走强，制造业就业出现下滑。
美联储经济褐皮书也在周三出炉，称经济活动在 4 月早期至 5 月后期继续扩大，并预计
经济增速将会继续温和扩张。褐皮书认为，美国制造业活动持稳或增长，部分地区的就业市
场略微上升，大部分地区报告称薪资涨幅略微增长，物价稳定，或略微上涨。
【今晚聚焦希腊消息、美国初请数据】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Alex

Tsipras)当地时间周四(6 月 4 日)早间表示，在与欧盟高级

官员进行过深夜谈判后，希腊接近与债权人达成协议，希腊将会在周五向 IMF 偿还到期的贷
款。
齐普拉斯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和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卢姆(Jeroen Dijsselbloem)
共进晚餐并进行讨论之表示，非常接近就希腊基本预算盈余目标达成一致，未来几天内有望
达成协议。齐普拉斯并表示，希腊并未面临国际债权人提出的“要么接受要么免谈”的解锁
援助资金议案。
当被问及周五 IMF 贷款到期时，齐普拉斯表示，希腊周五会如期偿还 IMF 贷款。他说，
这个“不用担心”
，并指出希腊之前偿还了贷款，“以后也会。”
日内经济数据较昨日明显减少，金价可能关注的数据是今晚 20:30 的美国初请失业金人
数，市场预期中值料由前值的 28.2 万小幅降至 27.9 万。
从市场反应来看，上周公布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已连续第 12 周低于 30 万关口，因而，只
要日内初请数据与前值和预期相差不是很大，那么对金价的影响就将有限。若数据超预期回

落，弱势金价将受到一定打压，但不大可能跌破 1170 美元/盎司的短线关键支撑；若数据明
显高于预期(料不会高至 30 万上方)，金价盘中可能出现反弹，但反弹幅度料极为有限。
初请失业金人数也不大可能撼动美联储 9 月加息的市场预期。FTN 金融首席分析师称，
隔夜的美国数据及褐皮书与经济温和成长的大趋势一致，足以促使美联储考虑开始收紧政
策；美联储 9 月行动的可能性非常高。
投资者焦点料转向美国劳工部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其中包括公共和民间部门的就业数
据。预期中值显示，美国 5 月非农就业料增加 22.5 万，与 4 月的 22.3 万基本一致；失业率
料将持于近七年低位 5.4%。
ActivTrades 首席策略师称，对希腊达成债务协议的乐观情绪和德拉基的讲话缓解了欧
元区的紧张局势，这扶助提振股市，损及对黄金等避险资产的买兴。不过，可能要等到周五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金市的走势才会更加明确。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