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7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声明

贵金属回顾及展望

美元指数下行，金银价格抬升

内容提要

上周（11 月 21 日-11 月 25 日），美元指数回落至近 3 个月低点，非美货币

普遍走高，欧洲经济数据带动欧元汇率上涨，日元汇率温和走强，美日息差走

平，英国 PMI 数据意外超预期带动英镑兑美元创逾三个月新高，贵金属价格震

荡走高。

短期来看，黄金白银价格抬升主要受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下行的影响，

其宏观背景是美国通胀下行及美联储会议纪要偏鸽，美联储放缓加息节奏的预

期升温。美联储 11 月会议纪要暗示放缓加息步伐，整体基调偏向鸽派，美联储

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强化，美债收益率下行带动美元的卖盘，同时美国经济数据

总体偏弱，市场风险情绪转暖打压美元的避险买需，美元指数转弱，非美货币

普遍上涨。本周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若就业数据走强将强化美联储进一

步大幅加息预期。不过美国通胀呈现缓和趋势，后续美联储加息幅度有可能放

缓，美国经济表现主导下的美元加息放缓预期仍是市场走势的关键。

总体来看，美元指数下破 106 点位后打开下行空间，美元指数中长期来看

仍处于下行趋势，预计贵金属价格上行速度将边际放缓，但整体走势震荡偏

强，贵金属价格下方受 20 日均线强支撑。短期建议日内短多交易。短线 COMEX

黄金关注 1780 美元压力，COMEX 白银关注 22.3 美元压力。内盘沪金 AU2302 参

考区间 402-412，沪银 AG2212 参考区间 4760-5050。本周关注美国非农就业报

告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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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金属价格回顾
上周（11 月 21 日-11 月 25 日），海外股市普遍走强，发达市场股市跑赢新兴市场，美

联储 11 月会议纪要提振市场情绪，美国三大股指上涨，美国国债利率呈下行走势，但美债

收益率曲线倒挂程度加深，德国国债收益率出现 30 年来最严重倒挂，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

原油需求预期降温导致国际油价承压，而随着冬季的临近和供暖需求增加，欧洲基准天然

气期货价格上涨。美元指数回落至近 3 个月低点，非美货币普遍走高，欧洲经济数据带动

欧元汇率上涨，日元汇率温和走强，美日息差走平，英国 PMI 数据意外超预期带动英镑兑

美元创逾三个月新高，贵金属价格震荡走高。上周 COMEX 黄金期货价格累计下跌 1.25%至

1752 美元/盎司，COMEX 白银价格下跌 3.76%至 20.9 美元/盎司。内盘方面，疫情反复导致

人民币汇率逆势下跌，上周离岸人民币汇率在 7.14-7.17 附近震荡横盘走势，沪金主力

AU2302 全周上涨 0.04%，沪银 AG2212 上涨 1.61%。

图表 1：COMEX 黄金白银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表 2：沪金沪银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表 3：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数据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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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宏观金融分析
上周全球宏观事件不断，欧佩克主要产油国沙特和伊拉克坚持欧佩克+最近的减产决

定，欧盟推出天然气价格上限，俄罗斯威胁减少对欧天然气供应。全球主要央行纷纷退坡

的背景下，瑞典央行和新西兰央行逆势加息 75 基点，欧洲央行纪要透露会放缓步伐但不会

停止加息，而美联储多数官员释放放缓加息步伐言论。

欧美数据分化，欧美经济数据的边际变化带动欧元反弹。（1）利率上升导致需求放

缓，美国 PMI 数据下滑。美国 11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降至 46.1，创 2022 年 8 月以来

新低，制造业 PMI 初值大幅下降至 47.6，创 2020 年 5 月以来新低，其中经济产出分项指数

初值降至 47.2，创下 2020 年 5 月份以来新低，新订单分项指数创 2020 年 5 月份以来新

低，综合 PMI 初值降至 46.3，创 2022 年 8 月份以来新低，其中新订单分项指标降至

46.4，为 2020 年 5 月以来最低，由于需求疲软，11 月美国商业活动连续第五个月收缩；

（2）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升至三个月最高，美国劳动力市场降温。截至 11 月 19 日当周，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 1.7 万人至 24 万人，增长超预期，创 3 个月来的高点，续领失业

金人数增加 4.8 万人至 155 万人，为 3 月以来最高。（3）美国消费者信心回落。11 月密歇

根大学消费者信心回落至 56.8，消费者预期指数回落至 55.6。（4）美国新屋销售超预期反

弹。美国 10 月新屋销售环比增长 7.5%，大幅高于市场预期，而同比降幅 5.8%，相比 9 月

明显收窄。美国新屋销售额增长主要受房屋建筑商推出大规模激励计划的推动。

图表 4：美国服务业 PMI 图表 5：美国新屋销售环比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表 6：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 图表 7：美国持续领取失业金人数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欧洲 PMI 数据超预期，德国和法国数据好转。（1）欧洲 11 月 PMI 指数仍处于枯荣线之

下，但却意外超预期。受到能源价格飙升和供应链中断的影响，11 月欧洲制造业 PMI 初值

47.3，为连续五个月低于荣枯线，但好于预期；服务业 PMI 为 48.6，为连续第四个月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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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综合 PMI 初值则由 10 月的 47.3 升至 47.8，均好于市场的预期。分国家来看，德国 11

月制造业 PMI 升至 46.7，服务业 PMI 略好于预期，综合 PMI 仍位于荣枯线下方，而法国 11

月制造业 PMI 升至 49.1，不过服务业 PMI 创 20 个月以来新低，综合 PMI 创 21 个月以来新

低。英国 11 月 IHS Markit/CIPS 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则上升至 48.3。（2）德国

三季度 GDP 增速超预期，商业景气指数意外走高。德国三季度 GDP 终值环比增 0.4%，同比

增 1.3%，均略高于预期，缓解了严重衰退将至的恐慌。家庭消费环比增长 1%成为拉动德国

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德国 11 月 Ifo 商业景气指数意外走高至 86.3，创近三个月高，而商

业预期指数为 80，高于市场预期，不过商业现况指数低于预期。（3）法国 11 月 INSEE 商业

信心指数超预期增长至 102，商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稳定，但制造业信心指数下滑 101。

图表 8：欧元区制造业 PMI 图表 9：欧元区服务业 PMI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表 10： 德国 GDP 同比 图表 11： 德国 Ifo 商业景气指数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三、需求分析
从投资需求来看，上周机构对黄金白银持仓以增加为主，黄金与白银净空持仓全面大

幅转正。上周全球最大的黄金基金 SPDR 黄金 ETF 持仓量累计增加 4.34 吨至 908.96 吨，而

iShares 白银 ETF 持仓量则增加 197.57 吨至 14933.3 吨。。而 CFTC 持仓上，截至 11 月 15

日当周，CFTC 黄金多头持仓增加 4147 手至 227282 手，空头持仓减少 39784 手至 101013

手，黄金投机性净多头增加 43931 手至 126269 手；白银投机多头持仓减少 959 手至 52692

手，空头持仓减少 5563 手至 35085 手，白银投机性净多头增加 4604 手至 17607 手。从机

构持仓来看，近期机构对黄金白银的信心有所恢复，空头回补带动黄金价格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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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SPDR 黄金 ETF（吨） 图表 13：iShares 白银 ETF（吨）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表 14：CFTC 黄金持仓（手） 图表 15：CFTC 白银持仓（手）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三、贵金属展望
短期来看，黄金白银价格抬升主要受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下行的影响，其宏观背景

是美国通胀下行及美联储会议纪要偏鸽，美联储放缓加息节奏的预期升温。美联储 11 月会

议纪要暗示放缓加息步伐，整体基调偏向鸽派，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强化，美债收益

率下行带动美元的卖盘，同时美国经济数据总体偏弱，市场风险情绪转暖打压美元的避险

买需，美元指数转弱，非美货币普遍上涨。本周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若就业数据走

强将强化美联储进一步大幅加息预期。不过美国通胀呈现缓和趋势，后续美联储加息幅度

有可能放缓，美国经济表现主导下的美元加息放缓预期仍是市场走势的关键。

总体来看，美元指数下破 106 点位后打开下行空间，美元指数中长期来看仍处于下行

趋势，预计贵金属价格上行速度将边际放缓，但整体走势震荡偏强，贵金属价格下方受 20

日均线强支撑。短期建议日内短多交易。短线 COMEX 黄金关注 1780 美元压力，COMEX 白银

关注 22.3 美元压力。内盘沪金 AU2302 参考区间 402-412，沪银 AG2212 参考区间 4760-

5050。本周关注美国非农就业报告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演讲。

四、风险提示
全球“再通胀”超预期、美元指数调整、地缘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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