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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持续回升，金价盘整 

投资策略建议：  

黄金： 

截至3月19日当周，COMEX期金跌0.58%至1731.6美元/盎司。美
元周涨0.84%至92.7252；原油小幅下跌，最新在60美元/桶附近；
美股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略回落。 

经济基本面，美国制造业和劳动力市场数据回暖。标普称，美国经
济开始加速复苏，预计2021年GDP增长6.5%，此前预期为4.2%。 

政策方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随着经济好转，将逐步减少所
购买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数量；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反映
了经济前景的改善。 

预计随着全球经济恢复和疫苗接种率提升，市场风险偏好将保持较
高水平。黄金白银或延续偏弱走势，建议震荡偏空思路对待。 

 

 

 

新的一周财经日历： 

2021-3-30 欧元区 3 月经济景气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 

2021-3-30 美国 上周红皮书商业零售销售年率 

2021-3-31 中国 3 月官方制造业 PMI 

2021-3-31 美国 3 月 ADP 就业人数 

2021-4-1 多国 3 月制造业 PMI 

2021-4-1 美国 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2021-4-2 美国 3 月失业率和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2021.3.22-2021.3.26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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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资产表现（3 月 22 日到 3 月 26 日） 

国内市场，  

沪金 AU2106 周五下午收 366.24 元/克，周涨 0.24%。 

沪银 AG2106 周五下午收 5262 元/千克，周跌 3.18%。 

上证指数震荡略企稳，最新指数 3418.33 点，周涨 0.4%。 

国际市场， 

COMEX 期金收报 1731.6 美元/盎司，周跌 0.58%。 

COMEX 期银收报 25.11 美元/盎司，周跌 4.6%。 

NYMEX 原油期货 5 月合约收报 60.72 美元/桶，周跌 1.17%。 

美股三大股指近一周涨跌不一，道指涨 1.36%，标普 500 指数涨 1.57%；纳指跌

0.58%。 

美元指数最新 92.7252，周涨 0.84%。 

 

∟.宏观热点事件 

继“黑周一”股债汇三杀后，周二（3 月 23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指数再度触发

二级熔断。 

苏伊士运河“堵船”事件。据 Wind 资讯 3 月 28 日消息，苏伊士运河上堵塞的船

舶数量已达 248 艘，致使纸浆、咖啡等集装箱延迟运输。救援团队称，超大型货柜轮“长

赐号”的脱困条件远比想象的危险与复杂。 

美国财长耶伦在回答国会提问时表示，致力于适当监督救济措施的支出；随着疫苗

接种推进，经济将能够回到正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回答国会提问时表示，美联储已

将“关怀法案”中的大部分股本归还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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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黄金白银 ETF 持仓持续回落。 

全球最大黄金 ETF-SPDR 持仓 3 月 25 日为 1043.03 吨，较前一周末减少 8.75 吨，

持续明显回落。 

全球最大白银 ETF-SLV 持仓 3 月 25 日为 18057.27 吨，较前一周末减少 245.44

吨，同样持续回落。 

 

经济数据 

美国 3 月 2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68.4 万人，预期 73 万人，前值 77 万人。 

美国 3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 59，预期 59.3，前值 58.6。 

美国 2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降 1.1%，预期升 0.8%，前值升 3.4%。 

标普称，美国经济开始加速复苏，预计 2021 年 GDP 增长 6.5%，此前预期为 4.2%。 

美国 2 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 77.5 万户，预期 87.5 万户，前值由 92.3 万户修正为

94.8 万户。 

美国 2 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 1.6%，预期升 1.6%，前值升 1.5%。 

 

全球央行观察 

美联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随着经济好转，将逐步减少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数量。鲍威尔还表示，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反映了经济前景的改善；国会的财政

支持是经济复苏的核心；财政援助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欧洲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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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经济公报显示，近期经济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预期二季度根据 PEPP 进

行的购买将比前几个月购买速度快得多。 

中国央行 

中国央行公开市场近一周实现零投放零回笼。 

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称，现在考虑退出宽松政策和 ETF 购买还为时过早，购买

ETF 仍是必要政策；需要保持当前政策框架，实现 2%通胀目标需要时间。 

加拿大央行 

加拿大央行将暂停所有余下的危机流动性计划，下一阶段将是将量化宽松净购买量

降至零。 

墨西哥央行 

墨西哥央行一致同意维持利率在 4.00%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央行表示，在高度

不确定的环境下，通胀、经济活动和金融市场风险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挑战；在预测期内，

预计仍维持足够的宽松环境。 

 

∟.行情展望与建议 

截至 3 月 19 日当周，COMEX 期金跌 0.58%至 1731.6 美元/盎司。美元周涨 0.84%

至 92.7252；原油小幅下跌，最新在 60 美元/桶附近；美股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十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略回落。 

经济基本面，美国制造业和劳动力市场数据回暖。标普称，美国经济开始加速复苏，

预计 2021 年 GDP 增长 6.5%，此前预期为 4.2%。 

政策方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随着经济好转，将逐步减少所购买的美国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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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数量；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反映了经济前景的改善。 

预计随着全球经济恢复和疫苗接种率提升，市场风险偏好将保持较高水平。黄金白

银或延续偏弱走势，建议震荡偏空思路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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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指标 

3 月 24 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达 7.72 万亿美元，较上一周增加 0.026万亿美元，为历史新高。 

3 月 25 日，十年期通胀指数国债（TIPS）收益率为-0.69%；隐含的通胀预期为 2.32%。 

3 月 25 日，两年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 0.14%、1.63%，长端有所回落。 

截止 3月 20日当周，美国的周度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68.4 万人，较之前一周减少 9.7 万人。 

 

图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图 2，国债收益率与通胀预期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美国国债收益率 图 4，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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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市场指标 

3 月 22 日-3月 26 日， 

美元震荡走高，金价窄幅波动。原油周中再度跳水，一周小幅收跌。铜价也小幅回落。 

图 5，COMEX 黄金与美元指数 图 6，CBOE波动率—VIX 指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7，NYMEX 原油期货 图 8，LME 铜期货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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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库存 

2021年3月25日，上期所黄金库存3852千克，较之前一周持平。 

2021年3月25日，COMEX黄金库存3732.5万金衡盎司，较上周末减少21.7万金衡盎司，继续高位回落。 

图 9，上期所库存—黄金 图 10，COMEX 库存—黄金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021年3月25日，上期所白银库存2578780千克，较上周末减少13062千克，继续高位回落。 

2021年3月25日，COMEX白银库存37257.7万金衡盎司，较上周末减少102.8万金衡盎司，继续回落。 

图 11，上期所库存—白银 图 12，COMEX 库存—白银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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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持仓 

全球最大黄金ETF-SPDR持仓3月25日为1043.03吨，较前一周末减少8.75吨，持续明显回落。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数据，对冲基金和基金经理持有的COMEX黄金投机性净多头寸3月16日

为18万手，较之前一周减少0.5万手。 

图 13，SPDR黄金 ETF持仓 图 14，COMEX 黄金期货投机性净多持仓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全球最大白银ETF-SLV持仓3月25日为18057.27吨，较前一周末减少245.44吨，同样持续回落。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数据，对冲基金和基金经理持有的COMEX白银投机性净多头寸3月16日

为33609手，较之前一周减少2540手。 

图 15，SLV白银 ETF持仓 图 16，COMEX 黄金期货投机性净多持仓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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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

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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