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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数据羸弱，支撑金价反弹 

投资策略建议：  

黄金： 

基本面方面，近期多家美股公司财报不及预期，外围数据

整体较弱。近段时间市场开始出现一些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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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基本面数据羸弱的表现引发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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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担忧下，引发市场的衰退交易，美元指

数开始回调，金开始反弹，金价出现了强劲的修正性反弹。 

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接下来的两次加息，

每次加息 50Bp 是合适的，但部分人员开始担心缩表会影响美

债市场的流动性，目前市场对 6、7 月份美联储的定价较为充

分。欧央行管委雷恩称通胀上行风险上升，欧央行 7月份应加

息 25个基点；并下调未来经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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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金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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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及大类资产一周表现（5月23日—5月27日） 

 贵金属 

图表 1: 贵金属表现（数据更新截止 5月 27日） 

贵金属表现 

品种 周收盘价 周涨跌幅 周持仓量 周持仓变化 周成交量 

COMEX 黄金 1810.30  -3.49  276490.00  -138390.00  1051556.00  

COMEX 白银 22.14  2.13  109486.00  -4709.00  173620.00  

沪金 2206 402.14  1.17  19791.00  -27744.00  325461.00  

沪银 2206 4836.00  1.36  362246.00  143092.00  1331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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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 

权益市场表现 

区域 指数 周收盘价 周涨跌幅 

美国 

纳斯达克综指 12,131.13 6.84 

道琼斯工业平均 33,212.96 6.24 

标普 500 4,158.24 6.58 

欧洲 

法国 CAC40 6,515.75 3.67 

富时 100 7,585.46 2.65 

德国 DAX 14,462.19 3.44 

亚太地区 

韩国综指 2,638.05 -0.05 

日经 225 26,781.68 0.16 

新西兰 NZ50 11,065.15 -1.66 

中国 

上证指数 3,130.24 -0.52 

深证成指 11,193.59 -2.28 

沪深 300 4,001.30 -1.87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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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债收益率 

本周，美债 10年期收益率再度高位回落。2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 18Bp至 2.47%,10年期下行 12Bp

至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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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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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上周（5 月 23 日—5 月 27日）重要事件与经济数据 

 地缘局势 

1、特朗普：卢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挺。据俄罗斯卫星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断言，要想停止

乌克兰境内的作战行动，有必要大幅降低全球原油价格，但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他称，俄罗斯的

卢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挺。 

2、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中美双方在经贸问题上保持着各层级沟通。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

当地时间 5月 26日，秦刚大使在印第安阿波利斯出席印第安纳州全球经济峰会期间说，中美双方在

经贸问题上保持着各层级沟通。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加征关税损害双方利益。美贸易赤字并未

因此减少，相反，自对华 301 关税生效以来，美企已损失 1.7万亿美元市值，美失去近 25万个就业

岗位，每个家庭年均开支增加近 1300美元。关税伤害的是美工商界和消费者，并推高美国内通胀。

首批 301 关税将于 7 月 5 日到期，美政府正评估是否延续，相信在座各位都希望听到好消息。当然

如果关税延续，我们也将奉陪到底  

3、拜登就“是否取消对华关税壁垒”在东京表态。据法新社 23 日报道，美国总统乔·拜登周

一在东京表示，他正在考虑取消对中国的一些关税壁垒，并强调说这些壁垒不是他的政府设置的。

报道称，当被媒体问及是否可能取消关税壁垒时，他表示，“我们没有设置这些关税壁垒”。拜登

补充说，取消关税壁垒“正在研究当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

互利共赢。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美方单边加征关税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世界。 

4、乌国防部称乌军仍在红利曼进行激烈战斗。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在 5 月 28 日的电

视直播中表示，俄罗斯国防部关于俄方已完全控制红利曼的消息不属实。她强调，该地区仍在进行

激烈的战斗，虽然情况很困难，但乌军正在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已被控制的说法是不正确

的。当地时间 28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与顿涅茨克武装部队、卢甘斯克武装部队已完全控制

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红利曼。（央视新闻）  

5、俄罗斯普京与法国马克龙和德国朔尔茨对话。普京重申对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持开放态度，

并表示，俄罗斯准备寻找粮食出口不受阻的方案，包括从黑海港口出口乌克兰粮食 ；如果解除制裁，

俄罗斯准备增加化肥和农产品出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的通话

中，提到了西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危险性；普京表示，粮食供应出现困难是西方错误政策导致的。 

6、美国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 美国官员称美国将与其他 12个国家

初步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 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

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东盟在 IPEF中发挥核心作用很重

要。  

针对 IPEF，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试图孤立中国，最后只会孤立自己。5月 23日，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天美方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对此中国政

府有何评论？汪文斌指出，亚太应该成为和平发展的高地，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决斗场，企图把亚太

阵营化、北约化、冷战化的各种阴谋都不可能得逞。试图拿一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后只会孤

立自己。中国同地区国家一样，乐见有利于加强区域合作的倡议，但反对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无

论什么框架，都应该促进开放合作，不应该搞地缘对抗。美国是不是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意识形

态化，美方欠地区国家一个说法。（央视新闻）  

     7、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三枚弹道导弹。当地时间 5月 25日，据韩国

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另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日

本政府有关人士 25日称，朝鲜可能发射疑似弹道导弹的不明飞行物，且该不明飞行物可能落在了日

本专属经济水域（EEZ）外。（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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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据法新社当地时间 27 日消息，美国就朝鲜发射导弹宣布制裁。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称，对

朝鲜一名个人、一家贸易公司以及两家俄罗斯银行进行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制裁的目标是朝鲜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支持者，以及有意向朝鲜政府提供大量金融服务的外国金融机

构。被制裁实体包括朝鲜的高丽航空贸易公司，以及俄罗斯的远东银行和 Sputnik 银行。（央视新

闻） 

9、针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问题，外交部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应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应当服务

于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目标。当地时间 26日，针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将就加强对

朝鲜的制裁进行投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联合国安理会应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制裁是手段不是目的，应当服务于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目

标。我们希望安理会各方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积极寻求打破僵局的出路。（央视新闻）  

10、中俄两军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5月 24日，两国

空军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组织实施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

示，这是自 2019年以来两国空军联合实施的第四次战略巡航，目的是检验提升两国空军协作水平，

推进两军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粮食危机跟踪 

1、20多个国家打响“粮食保卫战”。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的数据，截至 5月

28 日，包括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摩洛哥、土耳其、匈牙利在内，

全球已有 20多个国家实施了粮食的出口限制令，品类包括小麦、玉米、面粉、西红柿、植物油、豆

类等。（央视新闻） 

2、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粮食供应出现困难是西方错误政策导致的。 

3、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准备寻找粮食出口不受阻的方案，包括从黑海港口出口乌克兰

粮食。 

4、当地时间 5 月 28 日，塔斯社援引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毛里齐奥·马丁纳的表态报道

称，乌克兰危机造成的粮食供应短缺及肥料和食品价格上涨将导致全球遭受饥饿的居民增至 2.2 亿

人。 

5、乌克兰期盼重开黑海港口以拉动粮食出口。乌克兰农业部官员披露，乌克兰正试图经由跨境

铁路运输等渠道出口粮食，但是运力相当有限，除非黑海港口恢复运行，否则很难达到以往的出口

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以往有能力月均出口 600 万吨小麦、大麦和玉米。俄乌冲突 2月 24日

升级后，乌克兰黑海港口停止运行，3月粮食出口量跌至 30万吨，4月勉强恢复至 110万吨。 

6、埃及供应部长：战略小麦储备足以维持 4.5个月的供应。目前已采购了 270 万吨小麦，目标

是在本地收获季节结束前采购超过 500万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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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持续焦灼，但整体局势朝向有利于俄罗斯的局面进行，整体来看还会持

续。美媒称西方大规模制裁后，俄罗斯能源销量不降反升，俄罗斯财政部预计 4 月能源销售收入将

达 96亿美元。彭博社 4月 1日曾发文，预计俄罗斯 2022 年以来的能源出口收入已达 3210亿美元，

这一数字超过了俄罗斯上年能源出口收入的 1/3。 

亚太地区，拜登本周访问亚洲，访问韩国、日本，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试图孤立中国，利用韩日

掣肘中国。 

整体来看全球局势，2022年存在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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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美国物价数据 

 
数据来源：WIND；金十数据 

【华安点评】 

通胀 PCE指数同比走低，通胀开始边际放缓，需要进一步观察通胀是否见顶还是一个上升中继。

美国的通胀主要由房租和油价两大部分构成，而这两个影响因素还在走高。未来美国经济的走向主

要取决于美国需求端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目前从数据来看，美国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都非常旺盛，

但是从 5 月份公布的密歇根消费信心指数来看，居民端对未来的消费信心不足，预期分项由一个月

前的 62.5下降到 55.2，现状分项由一个月前的 69.4下降到 63.3。 

图表 8: 近期美国重要经济数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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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金十数据 

【华安点评】 

基本面方面，外围数据整体较弱。美国 4 月份新屋销售环比下降 16.6%；欧元区和美国 5 月制

造业/服务业/综合 PMI 初值均不及预期，触发美债收益率跳水，金价走强；5 月里奇蒙德制造业指

数继费城、芝加哥指数后，又再次大幅不及预期；美国 4 月份耐用消费品订单环比增长 0.4% 不及

预期 0.6%；扣除飞机非国防资本耐用品订单环比增长 0.3% 不及预期 0.5%；法国 5月份消费者信心

指数从上月的 87 降至 86，不及预期的 89。叠加近期美国多家美股公司财报不及预期，羸弱的基本

面数据引发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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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担忧下，引发市场的衰退交易，美元指数开始回调，外盘黄金开始反

弹，金价出现了强劲的修正性反弹。 

 

图表 9: 黄金波动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黄金 | 策略报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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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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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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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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面方面，近期多家美股公司财报不及预期，外围数据整体较弱。近段时间市场开始出现一

些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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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前基本面数

据羸弱的表现引发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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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担忧下，引发市场的衰退交易，美元指数开始回调，外盘黄金

开始反弹，金价出现了强劲的修正性反弹。 

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接下来的两次加息，每次加息 50Bp是合适的，但部分人

员开始担心缩表会影响美债市场的流动性，目前市场对 6、7月份美联储的定价较为充分。欧央行管

委雷恩称通胀上行风险上升，欧央行 7月份应加息 25个基点；并下调未来经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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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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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