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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衰退初显端倪，支撑金价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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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本周，沪金在 395 上下波动，截止本周收盘收跌 1.06%；
外盘 COMEX 黄金结束连跌四周的走势，本周迎来小幅反弹
2.04%，美元指数也呈现出触顶回落的走势，本周收跌 1.36%。
整体来看，沪金相较于外盘黄金的表现更为坚韧，主要系人民
币前期贬值对黄金带来一定的支撑。
本周，市场开始出现一个较为细微的转变，原来市场一直
在担心美联储的紧缩太快太猛烈，会对市场造成较大冲击；而
当前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声音开始质疑美元指数是否能够持
续走强，并怀疑美联储能否能巧妙处理好“通胀、紧缩、增长”
的不可能三角。在这一转变下，美元指数开始回调，外盘黄金
开始小幅的反弹。
当前美国通胀仍维持在高位，造成企业经营成本长时间维
持在高位，而成本端价格的上涨又无法顺畅向下游及消费者转
嫁，二者共同挤压企业利润。目前现在很多机构，包括高盛、
花旗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都下调了 2022 年美国 GDP 的增速，
市场已经开始为未来经济走弱定价。美联储加息和企业利润的
下降均强化美股的下跌趋势，而美股下跌使得居民的账面财富
缩水、购买力下降，抑制消费需求，最后通过需求的回落来完
成打压通胀的目的。我们认为，美国衰退初显端倪，后续需要
继续跟踪衰竭的动力，检验基于衰退做多黄金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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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5-23

16:00

德国 5 月 IFO 商业景气指数

周一

20:30

美国 4 月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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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5-24
周二

20:30
21:45

美国 4 月零售销售环比
美国 5 月 Markit 综合 PMI 初值
美国 5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
美国 4 月新屋销售环比

22:00

美国 4 月新屋销售(万户)
美国 5 月里士满联储制造业指数

14:00

德国 6 月 GfK 消费者信心指数

16:00

瑞士 5 月投资者信心指数

2022-5-25
周三

美国 4 月扣除飞机非国防资本耐用品订单环比初值
20:30

美国 4 月扣除运输类耐用品订单环比初值
美国 4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初值

22:30

美国 5 月 20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16:00

意大利 5 月 Istat 消费者信心指数

17:00

意大利 3 月工业销售环比
意大利 3 月工业销售同比
美国 5 月 14 日当周续请失业救济人数(万人)

2022-5-26
周四

美国 5 月 21 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万人)
20:30

美国一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年化季环比
修正值
美国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修正值
美国 4 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同比

22:00

美国 4 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环比
美国 5 月堪萨斯联储制造业综合指数

09:30

中国 4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美国 4 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

2022-5-27
周五

美国 4 月 PCE 物价指数环比
20:30

美国 4 月零售库存环比
美国 4 月个人收入环比
美国 4 月个人收入环比

22:00

美国 5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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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及大类资产一周表现（5月16日—5月20日）


贵金属

图表 1: 贵金属表现（数据更新截止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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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18
4629.00

周涨跌幅 周持仓量
2.38
284062.00
3.64
114195.00
-1.06
47535.00
2.64
219154.00

周持仓变化
7572.00
729.00
-34712.00
-118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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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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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4.62
31,261.90
3,901.36
6,285.24
7,389.98
13,981.91
2,639.29
26,739.03
11,252.12
3,146.57

周涨跌幅
-3.82
-2.90
-3.05
-1.22
-0.38
-0.33
1.35
1.18
0.80
2.02

深证成指

11,454.53

2.64

沪深 300

4,077.60

2.23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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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交量
505105.00
189226.00
506792.00
2026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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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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0 年期下行 16Bp 至 2.80%。
图表 3: 关键期限美债收益率及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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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金在395上下波动，截止本周收盘收跌1.06%；外盘COMEX黄金结束连跌四周的走势，本周迎
来小幅反弹2.04%，美元指数也呈现出触顶回落的走势，本周收跌1.36%。整体来看，沪金相较于外盘黄金
的表现更为坚韧，主要系人民币前期贬值对黄金带来一定的支撑。
本周，市场开始出现一个较为细微的转变，原来市场一直在担心美联储的紧缩太快太猛烈，会对市
场造成较大冲击；而当前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声音开始质疑美元指数是否能够持续走强，并怀疑美联储能
否能巧妙处理好“通胀、紧缩、增长”的不可能三角。在这一转变下，美元指数开始回调，外盘黄金开始
小幅的反弹。
当前美国通胀仍维持在高位，造成企业经营成本长时间维持在高位，而成本端的上升又无法顺畅向
下游及消费者转嫁，二者共同挤压企业利润。目前现在很多机构，包括高盛、花旗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都
调降了22年美国GDP的增速，市场已经开始为未来经济走弱定价。美联储加息和利润的下降分别从分子、
分母端强化美股的下跌趋势，而美股下跌使得居民端的账面财富缩水、购买力下降，抑制消费需求，最后
通过需求的回落来完成打压通胀的目的。我们认为，美国衰退初显端倪，后续需要继续跟踪衰竭的动力，
检验基于衰退做多黄金的逻辑。

∟.上周（5 月 16 日—5 月 20 日）重要事件与经济数据
 地缘局势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乌克兰不会同意除加入欧盟以外的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乌克
兰要真正成为欧盟成员仍需要几年、可能几十年。他同时提议建立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将英
国、乌克兰等非欧盟国家吸纳进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耶尔马克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创建
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建议回应称，乌克兰不会同意除加入欧盟以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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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相关
俄粮食协会：俄罗斯将取代部分乌克兰谷物出口。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罗斯粮食协会文件
透露，很多乌克兰小麦和玉米的购买国当前已经开始转向俄罗斯寻找新的供应商。俄罗斯现在有机
会大幅扩大销售地域和供应规模，也就是在大型进口国市场取代乌克兰谷物的机会。
埃及供应部长：埃及的小麦战略储备可满足 4.1 个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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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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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数据
图表 7: 近期美国重要经济数据及公布后市场反馈

数据来源：WIND；金十数据

就业
5 月 1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5 月 14 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21.8 万人，预期 20 万
人，前值上修为 20.3 万人。5 月 7 日当周续请失业救济人数 131.7 万人，预期为 132 万人，前值上
修为 134.3 万人。

制造业指数
美国 5 月 19 日发布数据显示，
美国 5 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大幅不及预期，公布 2.6，前值 17.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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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 16。

通胀
英国 4 月 CPI 同比上升 9%，创 40 年新高。5 月 18 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
4 月 CPI 同比上升 9%，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9.1%，前值为 7%。这是自 1982 年以来英国 CPI 的单月最
高涨幅。4 月 CPI 环比增幅为 2.5%，也仅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2.6%，前值为 1.1%。4 月未季调输出 PPI
年率上涨 14%，高于 3 月的 11.9%，达到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衡量大宗商品等投入价格的未季
调输入 PPI 同比上涨 18.6%，涨幅创历史新高。
德国 4 月 PPI 同比上升 33.5%，预期 31.3%，前值 30.9%；环比升 2.8%，预期 1.2%，前值 4.9%。
图表 8: 英国与欧洲 CPI 数据

数据来源：WIND；金十数据

其他
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NAR）数据显示，4月二手房销量环比下降2.4%至折合年率561万套，创2020
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且连续第三个月下降。4月二手房价格的中位数达到创纪录的39.12万美元，同比涨
14.8%。
英国 5 月 Gfk 消费者信心指数-40，创历史新低，预期-39，前值-38。
英国 4 月季调后零售销售同比下降 4.9%，预期降 7%，前值升 0.9%；环比升 1.4%，预期降 0.3%，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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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降 1.4%。

【华安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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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通胀自 2 月以来就持续抬升。4 月英国通胀急剧上升，主要
由于家庭能源价格上限被上调 54%。同时，金属、化学品和原油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工业投入输出
PPI 同比亦大幅上涨，显示通胀压力全面扩散。为抑制高通胀，英格兰银行 5 月 5 日宣布，将基准
利率从 0.75%上调至 1%。目前，全球能源价格依然居高不下，预计欧美经济体通胀水平仍将继续保
持高位，货币政策将保持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后续关注欧美主要经济体消费是否明显走弱。

 相关观点
【美联储布拉德表示，市场已经重新进行定价，部分原因在于美联储的政策】要控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有很好的计划。今年年底利率应该会达到 3.5%。加息 50 个基点是个不错的计划，但必须审
查数据。布拉德预计 2022 年美国 GDP 增速将在 2.5%至 3%之间；预计今年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欧洲央行管委 Kazaks 希望在 7 月首次加息】欧洲央行管委 Kazaks 表示，希望在 7 月首次加
息，货币政策无法对援助经济起到很大提振作用。欧元区货币市场预计，欧洲央行 7 月份加息 50 个
基点可能性约为 52%。
【美联储乔治：市场动荡不会改变美联储的紧缩计划】美联储乔治表示，股市一周来的动荡表
现在意料之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她对加息 50 个基点的支持态度没有改变。
“我认为我们正在寻求的是通过市场预期来传递我们的政策，紧缩政策是预料之内的，”乔治表示。
“这是金融环境收紧的途径之一。”她称：“现在通胀率过高，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利率调整来
降低通胀。我们确实看到金融环境开始收紧，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仔细观察的事情。很难确知
需要收紧多少。
【El-Erian：即使美联储加息 美国也无法避免滞胀】基金管理公司 Gramercy Fund Management
董事长 Mohamed El-Erian 表示，虽然美国或许可以避免经济衰退，但滞胀不可避免。“我们已经看
到经济增速下降，也将会看到通胀保持高位。”他将这种局面部分上归咎于 2021 年美联储认为通胀
将在某个时候消退的观点。“美联储现在终于开始追赶现实形势的发展，”El-Erian 表示。至于投
资者应该如何应对，El-Erian 说，他们仍然要消化“增长显著放缓”，这意味着市场还会继续调整。

 债务危机
斯里兰卡宣布主权债务违约，警惕新兴经济体危机的蔓延。斯里兰卡央行行长表示，斯里兰卡
无法在宽限期内支付债券利息，已发生主权债务违约。斯里兰卡央行同时警告，未来几个月该国通
胀率可能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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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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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金银 ETF 持仓量

图表 11: 上海黄金库存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贵金属比价跟踪
图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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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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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点评】
美国经济类“滞涨”风险不断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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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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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沪金在 395 上下波动，截止本周收盘收跌 1.06%；外盘 COMEX 黄金结束连跌四周的走势，
本周迎来小幅反弹 2.04%，美元指数也呈现出触顶回落的走势，本周收跌 1.36%。整体来看，沪金相
较于外盘黄金的表现更为坚韧，主要系人民币前期贬值对黄金带来一定的支撑。
本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市场开始出现一个较为细微的转变，原来市场一直在担心美联储的紧缩
太快太猛烈，会对市场造成较大冲击；而当前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声音开始质疑美元指数是否能够
持续走强，并怀疑美联储能否能巧妙处理好“通胀、紧缩、增长”的不可能三角。在这一转变下，
美元指数开始回调，外盘黄金开始小幅的反弹。
当前美国通胀仍维持在高位，造成企业经营成本长时间维持在高位，而成本端价格的上涨又无
法顺畅向下游及消费者转嫁，二者共同挤压企业利润。目前现在很多机构，包括高盛、花旗在内的
多家金融机构都下调了 2022 年美国 GDP 的增速，市场已经开始为未来经济走弱定价。美联储加息和
企业利润的下降均强化美股的下跌趋势，而美股下跌使得居民的账面财富缩水、购买力下降，抑制
消费需求，最后通过需求的回落来完成打压通胀的目的。我们认为，美国衰退初显端倪，后续需要
继续跟踪衰竭的动力，检验基于衰退做多黄金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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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