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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收紧扰动金价，关注衰退看多逻辑
2022.5.9-2022.5.13
投资策略建议：

投资咨询部

黄金：
本周，近段时间美股下跌较大，沪金相较于外盘黄金价格
表现较为坚挺，跌幅较小，以铜为、铝为代表的工业品也出现
显著回落，而美元指数在市场预期持续收紧的预期下不断走
强。整体来看，美国通胀维持高位，以及美联储的持续紧缩动
作引发市场对于未来经济走弱的担忧，美股和工业品价格的回
落在边际上削弱通胀的力度。逻辑上，我们认为，遏制通胀作
为美联储的首要目标，而美联储所能做的也只有通过持续收紧
货币端来抑制经济需求，最后通过需求的回落来打压商品的价
格，让商品价格的下跌解决高通胀的问题。目前来看，打压通
胀所导致的工业品价格的下跌才刚刚开始，美联储的目标是要
将通胀打压到年化 2-3%附近，而目前来看 4 月份美国通胀环比
虽然有所回落，但依旧很高。
在之前报告中我们也提示，加息才刚刚开始，美债利率上
升还没有结束，市场预期未来美联储将进一步收紧，美元指数
和利率将继续维持强势，短期黄金价格还是会受到美元指数和
利率走高的扰动，但在通胀没有拐头迹象的情况下，持续紧缩
动作也会持续，这带来市场对于未来经济走弱的担忧，黄金价
格不论从通胀还是基于经济衰退的逻辑，仍有下方支撑，保持
震荡偏强的观点。
整体来看，黄金不改看多趋势，但是短期受欧美货币政策
收紧影响，或有调整需求。
操作建议：趋势投资者分批逢低试多建仓；做多金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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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周财经日历：
中国 4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
2022-5-16
周一

10:00

中国 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中国 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14:00

德国 4 月批发价格指数

20:30

美国 5 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英国 3 月三个月 ILO 失业率

14:00

英国 4 月失业金申请人数变动(万人)
英国 4 月失业率

2022-5-17

20:30

周二

美国 4 月零售销售环比
美国 4 月制造业产出环比

21:15

美国 4 月设备使用率
美国 4 月工业产出环比

22:00
14:00
2022-5-18
周三

17:00
20:30

美国 5 月 NAHB 房产市场指数
英国 4 月零售物价指数
英国 4 月 CPI
欧元区 4 月调和 CPI
美国 4 月新屋开工环比
美国 4 月营建许可环比

22:30

美国 5 月 13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09:00

中国 4 月 Swift 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

17:00

欧元区 3 月季调后建筑业产出环比
美国 5 月 7 日当周续请失业救济人数(万人)

2022-5-19

20:30

周四

美国 5 月 14 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万人)
美国 5 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
美国 4 月谘商会领先指标环比

22:00

美国 4 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环比
美国 4 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

09:15
2022-5-20
周五

14:00
22:00

中国 5 月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中国 5 月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德国 4 月 PPI 同比/环比
英国 4 月零售销售同比/环比
欧元区 5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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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及大类资产一周表现（5月9日—5月13日）


贵金属

图表 1: 贵金属表现（数据更新截止 5 月 13 日）

贵金属表现
品种
COMEX 黄金
COMEX 白银
沪金 2206
沪银 2206

周收盘价
1810.30
21.13
399.66
4629.00

周涨跌幅 周持仓量
-3.49
276490.00
-5.87
113466.00
-1.04
82247.00
-4.66
337355.00

周持仓变化
-138390.00
-908.00
-24898.00
-25421.00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权益市场

图表 2: 权益市场表现（数据更新截止 5 月 13 日）

权益市场表现
区域
美国

欧洲

亚太地区

中国

指数
纳斯达克综指
道琼斯工业平均
标普 500
法国 CAC40
富时 100
德国 DAX
韩国综指
日经 225
新西兰 NZ50
上证指数

周收盘价
11,805.00
32,196.66
4,023.89
6,362.68
7,418.15
14,027.93
2,604.24
26,427.65
11,163.26
3,084.28

周涨跌幅
-2.80
-2.14
-2.41
1.67
0.41
2.59
-1.52
-2.13
-3.84
2.76

深证成指

11,159.79

3.24

沪深 300

3,988.60

2.04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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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交量
1051556.00
363427.00
628355.00
2512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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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收益率

本周，
美债 10 年期收益率高位回落。
本周，
2 年期国债收益率保持在 2.61%,10 年期下行 12Bp 至 2.93%。
图表 3: 美债收益率期限结构图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图表 4: 中美利差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图表 5: 美债利率期限结构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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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点评】
本周，近段时间美股下跌较大，沪金相较于外盘黄金价格表现较为坚挺，跌幅较小，以铜为、铝为
代表的工业品也出现显著回落，而美元指数在市场预期持续收紧的预期下不断走强。整体来看，美国通胀
维持高位，以及美联储的持续紧缩动作引发市场对于未来经济走弱的担忧，美股和工业品价格的回落在边
际上削弱通胀的力度。逻辑上，我们认为，遏制通胀作为美联储的首要目标，而美联储所能做的也只有通
过持续收紧货币端来抑制经济需求，最后通过需求的回落来打压商品的价格，让商品价格的下跌解决高通
胀的问题。目前来看，打压通胀所导致的工业品价格的下跌才刚刚开始，远没有终结，毕竟美联储的目标
是要将通胀打压到年化2-3%附近，而目前来看4月份美国通胀环比虽然有所回落，但依旧很高。

∟.上周（5 月 9 日—5 月 13 日）重要事件与经济数据
 地缘局势
芬兰总统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芬兰总理马林就芬兰安全政策决定举
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芬兰总统和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部长级委员会批准
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芬兰议会将于 16 日开会审议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芬兰外长此前表示，加入
北约的纸质申请将会在 18 日向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正式递交。
北约副秘书长杰瓦纳：相信北约盟国将会用建设性的方式看待芬兰和瑞典的入约申请，如果芬
兰和瑞典寻求加入北约，北约盟国对此将表示欢迎，土耳其对于这两个国家入约的担忧可以解决。
泽连斯基：顿巴斯地区情况仍很艰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 5 月 14 日晚发表视频讲话
称，俄乌冲突爆发已经 80 天，目前顿巴斯地区的情况“依然很艰难”，俄军的攻势仍在持续。当天，
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多名美国国会参议员。泽连斯基说，双方讨论了美国如何继续在军事和资金
方面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以及如何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谈判“事实上已被搁置”，乌克兰方面对于对话不感兴趣；
芬兰放弃中立将是一个错误，芬兰改变外交政策可能对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粮食相关
G7 农业部长谴责印度临时禁止小麦出口。据法新社报道，七国集团农业部长谴责了印度临时禁
止小麦出口的决定。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长杰姆·厄兹代米尔表示：“如果所有人都开始实施出
口限制或关闭市场，那将使危机恶化。”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印度潜在的出口禁令表明了粮食危机的严重性；战争持续期间，没有解决
粮食问题的完美方案 ；G7 旨在发起全球食品联盟。
俄乌冲突扰乱供应，德国粮食进口价格飙升。金十期货 5 月 13 日讯，德国统计部门发布报告称，
由于俄乌冲突打击了全球农业供应，德国 3 月份粮食进口价格飙升。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在冲突
爆发的第一个完整月，德国谷物进口价格同比上涨 53.6%，其中小麦进口成本跃升 65.3%.该部门补
充称，受国内外供应不足、需求旺盛的推动，3 月份粮食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 70.2%，为 2011 年 6
月以来的最高涨幅。
市场消息：德国在 2021 年进口了大约 1140 万吨粮食，其中只有 2%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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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非洲国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依赖程度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金十数据

【华安点评】根据俄乌最新信息来看，俄乌关系不确定性仍存。后疫情时代，俄乌事件是当前
世界经济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当前俄乌冲突不仅引发短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对国际社会而
言，更加剧了世界范围碰撞与对立，无论是大宗商品还是股票权益市场，都会面临巨大波动的风险。
不确定性提升，避险情绪升温，建议各位投资者做好风险管理，规避风险，重视贵金属带来配置机
会。

 经济数据
通胀
美国 4 月 PPI 同比增长 11%。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 4 月 PPI 指数同比上涨 11%，
预期为 10.7%，略低于前值修正值 11.5%。4 月 PPI 环比 0.5%，为 2021 年 9 月以来最小增幅，低于
前值 1.6%。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的核心 PPI 方面，4 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 8.8%，略低于预期
值 8.9%，也低于前值 9.2%；4 月核心 PPI 环比上涨 0.4%，略低于预期值 0.6%，也低于前值 1.2%。
美国 4 月 CPI 同比增长 8.3%, 仍处高位。美国 4 月 CPI 同比上涨 8.3%，较上月 8.5%的增幅有
所回落，但高于市场预期的 8.1%；CPI 环比增长 0.3%，较上月 1.2%有较多回落，仍高于市场预期的
0.2%。核心 CPI 同比增长 6.2%，较上月 6.5%的涨幅有所回落，但高于预期的 6%；核心 CPI 环比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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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6%，较上月 0.3%的增幅有所扩大，也高于市场预期的 0.4%。
欧洲天然气期货大幅上涨。欧洲天然气价格周四飙涨。TTF 基准荷兰天然气近月期货价格周四
跳涨 13.39%，达到每兆瓦时 106.60 欧元。英国天然气期货一度跃升 34%，德国电力价格应声飙涨，
近月合约涨幅超 20%。

【华安点评】
PPI 作为前瞻性通胀指标，若上游价格顺利向下游传导，最终或进一步推升 CPI。4 月美国 PPI
自 2020 年 12 月以来该数据的首次下降，但数据仍超出了预期。
细分项看，汽油和食品杂货价格上升是上月通胀飙升的主要原因，4 月份这两个行业的指数分
别上涨了 1.7%和 1.5%。汽车价格，特别是二手车价格，也一直是一个主要助推因素，汽车和其设备
的 PPI 指数上涨了 0.8%。运输和仓储价格上涨了 3.6%。此外，PPI-CPI 价差连续第 16 个月大幅下
降，显示生产方面的持续通胀将继续传递到消费者价格指数，结合此前公布的 CPI 数据看，美联储
仍有足够的理由加速收紧政策环境。
考虑到近期多位美联储官员频频发表鹰派讲话，目前市场普遍预测美联储将在 6 月加息 50 个基
点的概率不断上升，美债利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有上行的动能，美元指数仍有上升的空间。
以俄乌冲突为开端，全球供应链先后遭受疫情和战争的冲击，造成供给缩减、商品价格持续上
涨，欧美各国通胀或将继续上行。虽然本轮通胀主要原因是供给端出现了问题，而加息从理论上说
可以通过抑制需求端来控通胀，但打压通胀所导致的工业品价格的下跌才刚刚开始，效果还未显现，
毕竟美联储的目标是要将通胀打压到年化 2-3%附近，而目前来看 4 月份美国通胀环比虽然有所回落，
但依旧很高，因此市场预期美联储或将通过更快的加息或缩表等方式来抑制通胀。

 相关观点
【欧洲央行官员讲话强化 7 月加息的预期】5 月 11 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将在三季度
初结束资产净购买，并在随后几周开始启动加息。欧洲央行执委、法国央行行长维勒鲁瓦表示，欧
洲央行应该在夏天启动加息进程。欧洲央行执委、爱沙尼亚央行行长米勒表示，支持在 7 月启动加
息，但欧洲央行也可能在 6 月会议上就对未来几个月的利率水平做出指引。
【美联储梅斯特：不会永远排除加息 75 个基点的选项】5 月 10 日，美国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
斯特表示，不会永远排除加息 75 个基点的选项。如果下半年通胀没有缓解，美联储不得不加快动作。
美国经济可能再次出现季度负增长。失业率可能还会提高。为了保持就业市场健康稳定，必须控制
物价。希望看到通胀放缓的迹象；目前来看，通胀实在太高。预计通胀率不会在 2022 年底或 2023
年回落到 2%。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通胀目标。考虑到通货膨胀，或许美联储将不得不使政
策利率高于中性水平。不过，他也强调，“未来两次会议都加息 50 个基点是很有道理的”，“必须
要看到经济下半年、进入明年会怎样表现，然后我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预计短期内美联储仍然
将维持既有的加息路径，但若通胀水平未出现明显回落，美联储紧缩速度将立即加快。目前，美国
CPI 出现见顶回落态势，但俄乌冲突和供应链问题犹在，关注美国通胀的具体走势，特别是能源产
品是否会继续显著抬高通胀水平。

 货币政策
【韩国央行意外宣布加息】 4 月 14 日，为抑制通胀的快速攀升，韩国央行宣布加息 25BPs 至
1.5%。韩国央行还警告，预计韩国通胀水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超过 4%，高于 2 月预测的 3.1%。
【新西兰央行宣布加息 50BPs】4 月 13 日，新西兰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50BPs 至 1.50%。
新西兰央行表示，本次加息旨在令基准利率保持更为中性的姿态，以降低通胀预期上升的风险。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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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公布后，新西兰元走高，对美元短线上涨 0.76%，最高报 0.6894，但随后大幅回落，新西兰元对
美元收盘跌 0.80%至 0.6794。

 黄金期权指标跟踪
图表 7: 黄金波动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黄金持仓量
图表 8: 金银 ETF 持仓量

图表 9: 上海黄金库存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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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金属比价跟踪
图表 10: 金与油、铜、银间跨品种比价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华安点评】
美国经济类“滞涨”风险不断累积，通胀上行速度比利率上行速度要快，从通胀角度来看，加息
力度未能有效控制住通胀，黄金将继续按照抗通胀资产定价，当前金铜比与金油比已经回落近10年低
位，具有一定的性价比。

 贵金属比价跟踪
图表 11: 金与通胀、利率、美元指数之间的相关性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行情展望与建议
本周，近段时间美股下跌较大，沪金相较于外盘黄金价格表现较为坚挺，跌幅较小，以铜为、
铝为代表的工业品也出现显著回落，而美元指数在市场预期持续收紧的预期下不断走强。整体来看，
美国通胀维持高位，以及美联储的持续紧缩动作引发市场对于未来经济走弱的担忧，美股和工业品
价格的回落在边际上削弱通胀的力度。逻辑上，我们认为，遏制通胀作为美联储的首要目标，而美
联储所能做的也只有通过持续收紧货币端来抑制经济需求，最后通过需求的回落来打压商品的价格，
让商品价格的下跌解决高通胀的问题。目前来看，打压通胀所导致的工业品价格的下跌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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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目标是要将通胀打压到年化 2-3%附近，而目前来看 4 月份美国通胀环比虽然有所回落，但
依旧很高。
在之前报告中我们也提示，加息才刚刚开始，美债利率上升还没有结束，市场预期未来美联储
将进一步收紧，美元指数和利率将继续维持强势，短期黄金价格还是会受到美元指数和利率走高的
扰动，但在通胀没有拐头迹象的情况下，持续紧缩动作也会持续，这带来市场对于未来经济走弱的
担忧，黄金价格不论从通胀还是基于经济衰退的逻辑，仍有下方支撑，保持震荡偏强的观点。
整体来看，黄金不改看多趋势，但是短期受欧美货币政策收紧影响，或有调整需求。
操作建议：趋势投资者分批逢低试多建仓；做多金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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