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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复苏存疑，支撑金价

投资策略建议：

黄金：

经济基本面，7月 15 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国内经济上半年“成绩单”，各项数

据反馈国内市场稳中向好。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就业市场不及预期。Delta 变异病毒在

全球传播加速，变异病毒肆虐打压全球经济前景，市场风险偏好情绪降温。

政策方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在 2022 年年底之前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中

国央行则表示，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

境。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1 北京峰会上表示，当前美国基础通胀

率还是比较严重的，风险也更严重一些，如果结束量化宽松政策过晚，会有通胀风险；

如果结束量化宽松更早，会有利率上升等其他风险。

总体，当前宽松货币环境、疫情反弹、美国经济复苏不及预期都对金价有一定支撑。

但仍需防范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导致的美元强，黄金弱的局面，此外还要防范美债利率低

位波动反弹对金价造成的影响。建议短期黄金震荡思路看待。

新的一周财经日历：

2021-7-26

周一

08:30 日本 7 月 Markit 制造业/服务业 PMI

16:00 德国 7 月 IFO 商业景气指数

19:00 英国央行委员弗利葛发表讲话

22:30 美国 7 月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指数

2021-7-27

周二

09:30 中国 6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讲

话

15:30

20:30 美国 6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初值

20:35 澳洲联储副主席德贝尔发表讲话

2021-7-28

周三

07:50 日本央行公布7月 15-16日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

09:30 澳大利亚二季度 CPI

22:30 美国 7 月 23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

2021-7-29

周四

02:00 联储 FOMC 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

02:3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召开新闻发布会

20:30
美国 7 月 24 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美国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初值

2021-7-30

周五

17:00
欧元区 7月 CPI

欧元区二季度 GDP 年率初值

20:30
美国 6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

美国 6 月个人消费支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Q4MjgyMQ==&mid=2651187955&idx=3&sn=263efcb2a3a93f0c498fec4c6bd3319d&chksm=bd3b4c198a4cc50f42777e243dfaa7240fc6e944950ca1f2c3672122bbc9f8cf62eeb23dd766&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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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资产表现（7 月 19 日到 7月 23 日）

国内市场，

沪金 AU2112 周五下午收 378.02 元/克，周涨-0.91%。

沪银 AG2112 周五下午收 5338 元/千克，周涨-2.79%。

上证指数震荡收红，最新指数点 3550.4 点，周涨 0.31%。

国际市场

COMEX 黄金期价下跌。周五收报 1802.1 美元/盎司，周跌 0.71%

COMEX 白银期货周五报 25.24 美元/盎司，周跌 2.15%。

本周，油价反弹。美油 9月合约涨 0.5%，报 72.17 美元/桶。布油 9月合约本周涨

0.65%，报 74.10 美元/桶。

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收盘均创历史新高。

本周，美元上涨，欧元、英镑下跌。美元指数收涨，周五收报 92.8770，周涨 0.2%。

欧元、英镑兑美元分别下跌 0.29%、0.14%至 1.177、1.375；日元汇率下跌，美元兑日

元上涨 0.40%至 110.52。

本周，主要国家 10Y 国债收益率普遍下行。10Y 美债收益率下行 1bp 至 1.3%。其他

债市方面，10Y 法、德、英分别下行 7.3bp、6.2bp、4.3bp 至-0.09%、-0.41%、0.59%。

∟.宏观热点事件

中国全面降准。央行决定于 7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8.9%。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将释放长

期资金约 1万亿元。央行表示，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货币政策在今年上半年已

经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态，此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后的常规操作；当前我国经济

稳中向好，央行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坚持正常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中国 LPRLPR 连续 15 个月保持不变。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2021 年 7 月 20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 年期 LPR 为 3.8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65% ，两个期限品种报价均与上个月持平。

上海房贷利率将上调：首套房贷利率将从现在的 4.65%调整至 5%，二套房贷利率从

5.25%上调至 5.7%

美国债务上限逼近，市场波动或加剧

8月 1 日，美国债务上限将重新生效。在新的债务上限法案通过前，财政部将无法

再发行新债，并只能使用 TGA 账户余额和“非常规措施”提供的 8320 亿美元进行政府

开支和旧债偿还。基准情形下，预计债务上限问题将于 9 月底或 10 月解决，财政部将

恢复发债能力，TGA 账户余额上升将导致 3000 亿美元左右流动性边际收紧，届时将会扰

动高估值风险资产。若债务上限问题未来 2-3 个月得不到解决，政府将面临技术违约风

险，或引发市场避险情绪。

耶伦呼吁美国国会山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否则将面临巨大风险

耶伦警告称，如果国会无法在 8月 1日前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财政部将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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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以在多长时间内避免潜在的国债违约问题，届时美国可能无法按时足额支付政府的

债务，并引发灾难性后果。耶伦表示，仅仅是面临国债违约风险，就可能损害国家的财

政状况，她列举了国际评级机构决定在 2011 年债务上限僵局期间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

决定。据悉，财政部此前已经采取了非常措施避免违约情况，但耶伦指出，新冠疫情造

成的困难为财政部的努力带来限制。此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除非美国国会提

高或暂停债务上限，否则美国可能在今年 10 月或 11 月出现债务违约。

美国 7月 Markit 制造业 PMI：初值录得 63.1，为有数据纪录以来最高水平，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 59.8，远低于市场预期。经历 5月份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后，美国经济增

速连续两个月放缓。

欧洲央行将取消对银行派息的限制

欧洲央行表示，将取消对银行通过派发股息和股票回购方式回馈股东的限制，但敦

促他们在疫情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保持谨慎。欧洲央行周五公告称，“决定在 2021 年 9

月之后不延长对所有银行限制派息的建议。”该行表示，“监管机构将评估每家银行的

资本和分配计划，作为常规监管程序的一部分。”随着疫苗接种增加和工商业重开，欧

元区经济正在反弹，监管机构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取消这些遭到银行业高管的限制措施。

∟.贵金属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就业市场不及预期，支撑金价

美国 7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升至纪录高位 63.1，分析指标价格指数则攀升至 2007

年以来新高，订单积压量创纪录第二高。受招聘难等因素制约，7月服务业 PMI 从一个

月前的 64.6 降至 59.8，创五个月新低。衡量美国整体经济活动情况和通胀压力的经济

指标——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数从 5月的 0.26 大幅下滑至 6月的 0.09。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 7 月 17 日的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

人数总计 41.9 万人，比前一周增加 5.1 万人，预测中值为 35 万人。

美联储紧缩预期降温，美债收益率低位波动

本周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跌 0.3 个基点报 1.281%，美债收益率低位，对 comex 黄金

该价位形成一定支撑，但是仍需密切关注国债收益率低位反弹对于黄金价格的打压。

Delta 新冠海外反弹，担忧情绪升温

欧委会研究新冠病毒变异株专家组举行首次会议，欧委会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基里

亚基德斯强调，欧盟内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情况正在加剧，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

而控制疫情的努力同样在继续，现在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

由于变异病毒在全球传播加速，变异病毒肆虐打压全球经济前景，市场风险偏好情

绪降温，对具有避险属性的黄金形成一定的价格支撑，但是若更多的投资者选择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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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避险，带动美元走强，则会压制黄金上涨。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警告称，预计到 8月，德尔塔变异毒株将

成为在欧洲传播的主要新冠变异病毒。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ECDC）也认为，德尔

塔毒株可能将于 8月在欧洲疫情中占据主导地位，预计到 8月 1日，在欧盟及欧洲其他

经济区，过去 14 天内每 10 万人口平均新增感染数将达到 420.4，每百万人口的死亡数

将达到 7.2。

经济数据

美联储褐皮书：美国经济活动加速至温和增长阶段；就业增长有所回升，大多数地

区的员工人数都出现温和增长；尽管供应链受到限制，美国制造业仍在扩张；自上次报

告以来，物价“略微加速”上升；许多地区报告房价温和上涨，一些地区房价上涨则更

强劲。

美国 6月新屋开工高于预期，营建许可、成屋销售低于预期

美国公布了 6月新屋开工、营建许可和成屋销售数据。具体来看，6 月，美国新屋

开工总数年化为164.3万户，高于预期159万户，前值154.6万户；营建许可总数为159.8

万户，低于预期 169.6 万户，前值 168.3 万户。

当周（7 月 19 日-7 月 23 日），美国公布了 7 月 16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7 月 17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其中，美国 7 月 16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增加 210.7 万桶，预

期为减少 446.6 万桶，前值为减少 789.6 万桶。美国 7 月 17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

得 41.9 万人，高于预期的 35 万人、前值 36.8 万人。随着美国新增确诊病例的反弹，

初请失业金人数也呈现上升态势。

全球央行观察

美联储

维持利率不变，调高通胀预期。

6月议息会议上，为实现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双重目标，利率工具方面，将基准

利率维持在 0-0.25%不变，美联储重申将维持利率在当前水平直至实现其最大就业和物

价稳定的双重目标。超额准备金利率（IOER）将上调至 0.15%。资产购买方面，美联储

重申将“在实现委员会的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方面取得重大的进一步进展之前”，

继续以每个月不低于 800 亿美元的速度购买国债、以每个月不低于 400 亿美元的速度购

买 MBS，进行报价利率为 0.05%的隔夜逆回购协议操作，每天每方交易限额维持在 800

亿美元。经济预期方面，美联储表示，伴随着这一进展且有强大的政策支持，经济活动

和就业指标已经走强。受疫情不利影响最重的部门仍然疲弱，但已经表现出好转。通货

膨胀率已经上升，主要反映了暂时性因素。整体金融状况依然宽松，部分反映了支持经

济及促进信贷流向美国居民和企业的政策措施。经济发展路径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

情的发展。疫苗接种的进展可能会继续减少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但经济前景面

临的风险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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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

维持利率不变，提高经济增长预期。

6月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理事会决定，在利率方面，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

利率和存款利率均维持不变，水平分别是 0%、0.25%和-0.50%；同时，保持当前或是更

低的利率水平直到通胀前景稳定收敛在充分接近但低于 2%的水平上。在资产购买方面，

决定以今年头几个月的速度继续疫情紧急资产购买计划（PEPP），并将根据市场情况灵

活购买，以防融资条件收紧。资产购买计划（APP）下的净购买将继续维持每月 200 亿

欧元的增长。

中国央行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中国央行决定于 7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本次下调后，

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8.9%。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将释放长期资金约 1

万亿元。央行表示，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货币政策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基本回到

疫情前的常态，此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后的常规操作；当前我国经济稳中向好，

央行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坚持正常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日本央行

维持利率不变，提高经济增长预期。

6月的议息会议上，日本央行决定，首先，继续维持政策利率在-0.1%的水平，同时

将继续购买必要数量且不设上限的日本政府债券，以使 10 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水平保

持在 0左右。其次，将继续实施控制收益率曲线的 QQE 政策，以实现 2%的价格稳定目标。

再次，将继续支持企业融资并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最后，日本央行预计将在今年内推出

新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资金支持计划，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用于它们为解决气候变化

问题而进行的各种投资或贷款活动，帮助长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等政策目标。

∟.行情展望与建议

经济基本面，7月 15 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国内经济上半年“成绩单”，各项数

据反馈国内市场稳中向好。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就业市场不及预期。Delta 变异病毒在

全球传播加速，变异病毒肆虐打压全球经济前景，市场风险偏好情绪降温。

政策方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在 2022 年年底之前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中

国央行则表示，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

境。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1 北京峰会上表示，当前美国基础通胀

率还是比较严重的，风险也更严重一些，如果结束量化宽松政策过晚，会有通胀风险；

如果结束量化宽松更早，会有利率上升等其他风险。

总体，当前宽松货币环境、疫情反弹、美国经济复苏不及预期都对金价有一定支撑。

但仍需防范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导致的美元强，黄金弱的局面，此外还要防范美债利率低

位波动反弹对金价造成的影响。建议近期黄金震荡思路看待。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Q4MjgyMQ==&mid=2651187955&idx=3&sn=263efcb2a3a93f0c498fec4c6bd3319d&chksm=bd3b4c198a4cc50f42777e243dfaa7240fc6e944950ca1f2c3672122bbc9f8cf62eeb23dd766&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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