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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维持震荡，静待美联储新动向

投资策略建议：

黄金：

短期来看，黄金价格已经反弹到当前位置，向上动力有

限，除非有超预期风险事件导致避险情绪上升。下周重

点关注8月26日开始的美国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等待

鲍威尔向市场传递最新的信息，届时或将暗示Taper时

点，但是我们仍然预计8月杰克森霍尔会议上美联储或

仍强调偏鸽派的立场。

当前，一方面由于债务上限、疫情的扰动和中国经济走

软美国消费信心下滑使得实际利率长期在底部盘整，又

由于当前黄金已经计价了很多Taper的预期，因而整体

向上动能不足，预计要10月美国新财年开始，债务上限

问题解决、拜登的大政府宽财政继续发力，叠加Taper

正式推进，那个时候美元和美债利率会有一波上行，可

能会是打开黄金的下行空间。

中长期我们维持看空观点。短期，由于疫情及美国复经

济数据还不能支撑立即紧缩，市场关注点也一直在于紧

缩的节奏上，预计8月杰克森霍尔会议上美联储或仍强

调偏鸽派的立场，故我们认为对黄金短期继续维持震荡

观点。

2021.8.16-2021.8.20

投资咨询部

新的一周财经日历：

2021-8-23

周一

08:30 日本 8 月 PMI 初值

16:00 欧元区 8 月 PMI 初值

21:45 美国 8 月 Markit PMI 初值

22:00
欧元区 8 月消费信心指数初值

美国 7 月成屋销售总数

2021-8-24

周二
22:00

美国 7 月新屋销售环比

美国 8 月里士满联储制造业指数

2021-8-25

周三

04:30 美国当周 API 原油库存变动(桶)

13:00
日本 6 月同步指标终值

日本 6 月领先指标终值

20:30 美国 7 月扣除飞机非国防资本耐用品订单环比初值

美国 7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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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26

周四

20:30

美国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年化季环比修正值

美国二季度 GDP 平减指数年化季环比修正值

美国 8 月 14 日当周续请失业救济人数(万人)

美国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修正值

美国 8 月 21 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万人)

23:00 美国 8 月堪萨斯联储制造业综合指数

2021-8-27

周五

07:30

日本 8 月东京 CPI(除生鲜食品及能源)同比

日本 8 月东京 CPI(除生鲜食品)同比

日本 8 月东京 CPI 同比

09:30 中国 7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20:30

美国 7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

美国 7 月实际个人消费支出 PCE

美国 7 月个人收入环比

美国 7 月零售库存环比

美国 7 月批发库存环比初值

美国 7 月商品贸易帐(亿美元)

22:00

美国 8 月密歇根大学 5年通胀预期终值

美国 8 月密歇根大学 1年通胀预期终值

美国 8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终值

美国 8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现况指数终值

美国 8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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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资产表现（8 月 9 日到 8 月 13 日）

国内市场

沪金 AU2112 本周收盘 375.50 元/克，周涨 2.33%。

沪银 AG2112 本周收盘 5043 元/千克，周跌 0.40%。

国际市场

纽约尾盘，美元指数跌 0.11%报 93.46，非美货币表现分化，欧元兑美元涨 0.2%报

1.1700，英镑兑美元跌 0.08%报 1.3625，澳元兑美元跌 0.13%报 0.7139，美元兑日元涨

0.02%报 109.79，美元兑加元跌 0.06%报 1.2822，美元兑瑞郎跌 0.2%报 0.9169，离岸人

民币兑美元涨 19 个基点报 6.4996。

国际油价全线下跌，美油 10 月合约周跌 9.61%，报 61.86 美元/桶;布油 10 月合约

周跌 7.96%,报 64.97 美元/桶。美联储的减码信号令美元走强，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大宗

商品吸引力下降；而新冠疫情复燃也令需求前景存疑。

美债收益率多数上涨，3月期美债收益率持平报 0.066%，2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0.4

个基点报 0.232%，3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1.1 个基点报 0.449%，5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1.7

个基点报 0.789%，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0.9 个基点报 1.258%，30 年期美债收益率跌 0.2

个基点报 1.872%。

∟.上周重要经济数据及点评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创疫情来新低。最新数据显示，国 8 月 14 日当周初请失

业金人数录得 34.8 万人，低于预期 36.3 万人、前值 37.5 万人，创 2020 年 3 月 14 日

当周以来最低。续请失业金人数下降 7.9 万至 282 万人。

点评：

相较于去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目前劳动力市场已经恢复过来了，首次申请人数

持续四周呈现下降态势，并创疫情以来新低，凸显就业市场的恢复情况较好。未来随着

疫情和接种人数的普及，以及没有了财政现金补贴，将会有更多的美国居民走出家门寻

找工作。良好的就业数据给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增加了筹码，这也意味着距离美联储的

政策目标完成越来越近，而金融市场也可能将要迎来频繁的大幅波动。不过目前新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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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感染病例激增，或可能干扰劳动力市场复苏进程。

美国 7 月零售数据超预期下滑。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7月零售销售环比

减少 1.1%，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减少 0.3%，而前值为增加 0.6%。具体来看，核心零售

销售环比下降 0.4%，低于前值 1.3%。主要分项中，零售环比下降 1.5%，前值为上升 0.5%；

食品服务环比上升 1.7%，低于前值的上升 2.4%。

点评：

消费数据的下滑与上周密歇根消费者信心调查的大幅下降一致，表明居民消费意愿

与动力不强，消费端疲软。首先，德尔塔病毒的反扑对美国经济仍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

响，后期美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弱于此前市场预期，居民出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也会压

制日常消费端的支出；其次财政现金补贴的取消，未来工作收入一部分需要用来偿还过

去的超前消费产生的债务，会导致居民端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削减当前消费。

美联储公布 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8月 19 日美联储发布 7月 FOMC 会议纪要显示，

虽然美联储维持利率和 QE 不变，但与会官员对货币政策方向上大致鹰鸽参半。对于通

胀目标大部分人认为已达到，而就业目标部分人员认为并未打到；鹰派认为，高通胀数

据可能比预期的更持久，高度宽松的金融条件可能促进金融系统的风险进一步增加，准

备“相对较快地开始缩减”资产购买步伐将是谨慎的做法。部分委员担心劳动力受到病

毒的牵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鸽派主要认为，Taper 之后才会加息，现在条件相差较

远，认为缩减对市场整体较为温和。

点评：

会议纪要显示，疫情以来美联储首次明确讨论缩债问题，但是对于通胀、就业和疫

情等问题上，多方观点存在较大的分歧，并发表不同的市场观点，市场并未形成统一的

观点，美联储针对分歧点，也频繁的与市场沟通，从目前来看，美联储真正调整货币政

策，还需要时间，静待 8 月 26 开始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将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届时或将暗示 Taper 时点。

中国统计局公布 7 月经济数据。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比 6月份回落 1.9 个百分点，高于 2019 年、2020 年同期增速；两年平均增长 5.6%；环

比增长 0.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925 亿元，同比增长 8.5%，比 6月份回落 3.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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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高于 2019 年、2020 年同期增速；两年平均增长 3.6%；环比下降 0.13%。1-7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02533 亿元，同比增长 10.3%，比 1-6 月份回落

2.3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4.3%；7 月份环比增长 0.18%。

点评：

7月份，受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和国内汛情、疫情影响，中国作为率先复苏的经

济体，部分经济主要指标增速有所回落。需求方面，房地产全面下行，加上基建投资快

速回落，拖累固定投资快速放缓；消费品零售两年平均增速从 4.9%降至 3.6%，显示消

费也出现明显下行，主要是疫情和房地产严调控导致相关需求放缓。产出方面，需求走

弱导致中下游行业产出放缓，而环保等严监管导致很多中上游行业产出受限，工业生产

因此超预期回落。

美国 7 月 PPI 创 11 年来新高。8 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7 月 PPI 创 11 年

来新高，同比增长 7.8%，预期增长 7.2%，前值增长 7.3%；7 月核心 PPI 同比增长 6.2%，

预期增长 5.6%，前值增长 5.6%。美国 7月 PPI 环比增长 1.0%，预期增长 0.6%，前值增

长 1.0%；7 月核心 PPI 环比增长 1.0%，预期增长 0.5%，前值增长 1.0%。

点评：

近期受到变异病毒的冲击，美国 7日滚动新增确诊病例已从 7月初的 9.6 万人大幅

升至 8 月 1 日的 56.9 万人，支撑市场避险情绪，预计 8 月杰克森霍尔会议上美联储或

仍强调偏鸽派的立场。但是随着疫苗的接种与普及，其对资产价格的边际影响程度较之

前将相对减小。

从供应链角度看，疫情与当下美国供应链尚未完全恢复、原材料价格高企、需求保

持高位，美国 PPI 保持高企符合市场预期。在上游成本持续高企的情况下，通过价格机

制在向下游传导的过程中，将进一步提高消费端的购买成本，美国 CPI 大概率继续保持

高位。因此我们认为美国通胀趋势将继续延续，变异病毒在全球蔓延，将导致全球经济

放缓，将降低当前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央行发声

美联储卡普兰：正在密切关注新冠病毒 Delta 变体对经济的任何影响，如果经济增

长大幅放缓，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他对政策的看法。卡普兰此前曾表示，他希望美联

储在 10 月份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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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联储主席奥尔：给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暗示，即决策者计划在下一次会议

上提高官方现金利率，即使社区中仍有新冠病例。

美国财长耶伦：德尔塔变种毒株可能会对本地市场和经济造成挑战。虽然额外的联

邦失业救济将到期，但在一些州继续提供援助可能仍具意义。

美联储布拉德：据市场观察，最近的数据略有疲软，但仍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非

常强劲”地增长 7%，2022 年将增长 4%；预计到 2022 年美国个人消费价格通胀将保持在

2.5%以上；预计 2021 年美国 GDP 增长 6%至 7%；2022 年第四季度是加息的合理时机；2022

年底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严重的通胀；预计美联储将允许在缩债完成后缩

表，允许市场定价掌控长期信贷市场。预计到 2022 年，通胀但有可能“更高”，并被

迫进入“对抗通胀模式”；更希望在 2022 年第一季度缩减购债规模。

∟.贵金属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上周全球大类资产呈现出明显的 risk off 特征，主要商品期货品种基本下跌；全

球股市也均呈现下跌态势；美元持续大涨，创年内新高；但是黄金并没有跟随商品整体

的暴跌，基本维持稳定。主要原因是黄金已经计价过多 taper 预期，但是目前美联储并

没有实质性紧缩动作，美元由于当下避险属性带动近期走势强势，也带动黄金盘中略有

上涨。

基本面上，中国作为率先复苏的经济体数据走弱，美国消费者信心下滑，需求疲弱，

全球疫情反扑，新型德尔塔病毒肆虐再次造成对经济的担忧；货币端，联储会议纪要首

次讨论缩减购债，风险资产大跌；消息面上，地缘政治博弈风险上升，各国经济政策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金融市场价格较为脆弱，相较风险资产，黄金的价格韧性较强。

∟.行情展望与建议

短期来看，黄金价格已经反弹到当前位置，向上动力有限，除非有超预期风险事件

导致避险情绪上升。下周重点关注 8 月 26 日开始的美国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等待鲍

威尔向市场传递最新的信息，届时或将暗示 Taper 时点，但是我们仍然预计 8月杰克森

霍尔会议上美联储或仍强调偏鸽派的立场。

当前，一方面由于债务上限、疫情的扰动和中国经济走软美国消费信心下滑使得实

际利率长期在底部盘整，又由于当前黄金已经计价了很多 Taper 的预期，因而整体向上

动能不足，预计要 10 月美国新财年开始，债务上限问题解决、拜登的大政府宽财政继

续发力，叠加 Taper 正式推进，那个时候美元和美债利率会有一波上行，可能会打开黄

金的下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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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我们维持看空观点。短期，由于疫情及美国复经济数据还不能支撑立即紧缩，

市场关注点也一直在于紧缩的节奏上，预计 8月杰克森霍尔会议上美联储或仍强调偏鸽

派的立场，故我们认为对黄金短期继续维持震荡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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