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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期”待诚信 

“货”真价实 

通胀分化 加息暂缓 黄金震荡 

——2022年 11月贵金属市场展望 

2022年 10 月 30日 

要点提示： 

1. 美国通胀出现分化，租金和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是核心CPI高

位上行的主要推动因素，叠加能源价格回落速度放缓，共同推

动了9月份CPI数据超预期; 

2. 短期内住房项的通胀仍有明显上行风险，考虑到房价对住房

CPI的传导具有时滞性，住房分项的CPI确定性回落可能要到明

年才能够显现; 

3. 年内通胀还没有达顶，但增速开始边际放缓，当前通胀处于倒

U型左侧区域，通胀的粘性较强，现在就期待货币政策转向还

为时尚早; 

4. 年内剩余两次的加息路径将在75+75Bps或75+50Bps两者中进行

选择; 

5. 黄金的交易，在12月加息落地之前，不宜过早看多。需要等待

通胀水平接近目标范围开始布局“宽松”交易才较为稳妥。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从实际利率和通胀，美元指数等视角来看，短端利率不改上行

趋势，实际利率还在上行中，通胀具有粘性，美元指数或将持续维

持在110上方。未来11月份COMEX黄金的价格承压趋弱，12月加息落

地之前仍保持偏空观点。 

沪金的变化需要考虑到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若人民币汇率进一

步贬值，则沪金下方仍有支撑，若人民币保持稳定或升值，则沪金

还是偏空看待。 

投资策略：短线观望，逢高做空为主 

 

2022/11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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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10 月 COMEX 黄金价格整体震荡下行，但内盘的沪金在十一假日后高开低走，

价格由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对冲了沪金价格的下跌幅度，令沪金的波动幅度要

低于 COMEX黄金的波动幅度。 

国庆节后，公布美国 9 月份名义 PPI 和 CPI 的均超预期，叠加就业数据走强，

失业率从 3.7%降至 3.5%，劳动力市场对美联储的大幅加息具有很强的韧性，再

次强化了美联储加息的信心。10 月末由于各国央行对加息的态度上发生了些许微

妙的变化。前有“新美联储通讯社”的 Nick Timiraos 撰文释放加息可能放缓，

结果后面加拿大央行公布议息决议，加息 50bp，低于市场预期 75bp，带动 UST

曲线走低，10YR 跌破 4.00%，令市场担忧是否美债利率和美元指数见顶，在受放

缓加息和衰退预期影响下，月末一周黄金价格表现出震荡偏强态势。 

图表 1: 10 月沪金走势相对于 COMEX 黄金强势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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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金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年初至今，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俄乌地缘冲突、美联储开始加息、中美货币

政策显著分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令金融市场处在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

环境之中，未来黄金价格又将何去何从？ 

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1） 关于利率：近期美债利率冲高后回落，未能守住涨幅，名义利率是否已经

见顶？实际利率曲线会如何演化？这对未来黄金的价格又有何指引？ 

（2） 关于通货膨胀：全球通胀高位见顶了吗，年内会回落吗，还将持续多久？  

（3） 关于加息：11 月美联储加息将至，美联储是否会继续引导市场利率再度上

行？近期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转向（Fed pivot）的讨论增多，市场后续紧缩

节奏又将如何演变？  

2.1 实际利率  

2.1.1 实际利率的含义  

实际利率是反映资金成本的重要指标，是指剔除通货膨胀率后资金的真实回

报率。费雪效应指出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实际

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实际利率一般难以去观测，

一般使用美国通胀膨胀保值债券（TIPs）交易出来的利率作为实际利率，虽然可

能由于流动性溢价导致与真实的实际利率之间存在偏差，但是在实务中 TIPs 利

率仍然是实际利率较为直接且合适的代表。 

一般而言，实际利率越高的国家，其货币能够带来更高的回报，热钱就会向

实际利率高的国家流动，而热钱在流动时，往往涉及汇率变化。因此，在随着实

际利率上行的过程中，资金流入国的货币汇率将处于升值的过程。因此美国实际

利率的走势与美元指数的变化可以具有正相关。 

图表 2: COMEX 黄金价格与美国实际利率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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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美国实际利率走势与美元指数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2.1.2 实际利率是影响金价的核心变量 

黄金兼具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的金融资产，其中金融属性在黄金价格变化时

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对其金融属性的研究。黄金作为一种无息资

产，不能创造现金流。因此投资黄金的主要收益是来自于黄金价格上升所带来的

增值。黄金相对于其他资产是否具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资产的相对

回报，而这个平均相对回报就是实际利率。 

黄金价格与实际利率负相关。实际利率即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当实际利率

上升时，即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上升，投资其他有息资产未来将获得更多

的现金流回报，此时投资者会选择减少黄金的投资而增加其他有息资产的投资，

金价在这个切换过程中会随之下跌；当实际利率下行，意味着其他有息资产的回

报下降，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降低，此时黄金就更加具有吸引力。 

图表 4: 近期黄金价格与实际利率之间的相关性达到-0.17（两个月移动平均相关性）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从近期表现来看，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至今，黄金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短期

摸顶，伴随美国实际利率攀升，金价呈现趋势性回调，期间实际利率从-0.9%上

升至 1.6%，期间金价下跌 241.8 美元/盎司，跌幅达 12.66%,月均下跌 1.58%。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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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统计可得，黄金价格与实际利率反向变动的时间占统计总时间的 85%，同向

变动的比例仅 15%。 

2.2 通货膨胀 

虽然黄金价格与实际利率负相关，但是根据费雪效应：实际利率=名义利率-

通货膨胀率，我们在研究实际利率未来走势时，需要借助名义利率和通胀二者之

间的相对趋势来研判实际利率曲线的结构。 

名义利率主要受美联储的加息水平和节奏影响，而当前美联储将“降通胀”

作为货币政策紧缩的主要目标，因此美国的通胀水平和未来的走向成为整个市场

关注的焦点。 

2.2.1 美国通胀开始分化 

10月 13日美国公布的 9月份 CPI数据再超市场预期，并显示出通胀开始出

现分化。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9月 CPI同比上涨 8.2%，高于市

场预期的 8.1%，前值 8.3%；9 月 CPI 环比上涨 0.4%，市场预期 0.2%，前值 0.1%。

核心 CPI同比上涨 6.6%，高于市场预期的 6.5%以及前值的 6.3%，再创 1982 

年 8 月以来的新高；核心 CPI环比 0.6%，高于市场预期的 0.4%。 

图表 5: 美国 CPI 同比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图表 6: 美国能源 CPI 与食品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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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从 8个细分项目来看的话，则明显可以发现通胀开始出现分化。能源项同比

增速由 8月的 23.8%回落至 19.8%，能源价格虽已显著回落，但仅部分对冲了其

他项增幅。其中住房和食品是 9月 CPI的主要贡献因素：权重超三成的住房价格

同比+6.6%，环比+0.7%；而食品项虽然同比涨幅略有缩窄，相较于 8 月份的 11.4%

回落 0.2ppt至 11.2%，但仍继续走高，同比+11.2%，环比+0.8%。 

综合来看，租金和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时核心 CPI 高位上行的主要推动因素，

叠加能源价格回落速度放缓，共同推动了 9月份 CPI 数据超预期。 

2.2.2 美国通胀见顶了吗？ 

结合 9月份 CPI分项数据，美国的通胀已经开始分化，因此我们需要从能源

和服务业两个角度来分析，判断通胀是否见顶，以及后续通胀会如何变化？ 

(1)能源价格 

关于能源价格，我们主要持续关注原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动态变化，二者价格

的回落有助于通胀水平的下降。  

图表 7: 能源价格变化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美联储通过加息打压总需求的方式确实将以原油为首的大宗商品价格打压下

来，但进入 10月份，能源又出现增加一个新的变量：10月 5日，OPEC+宣布决定

自 11月起将原油日均产量下调 200万桶，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最大的石油减产

措施，减产规模相当于全球石油出口总量的 2%。OPEC+减产消息一出，令下行的

原油价格又得到一定的支撑。而 OPEC+的减产行动，被美国白宫痛斥为短视行为，

甚至将减产的前景描述为“彻底的灾难”，并警告称，这可能被视为一种“敌对

行为”。 

目前来看，全球大国博弈下的 OPEC+似乎已成为美联储最大的敌人，在未来

不排除西方对俄采取进一步制裁，导致全球能源脱钩加剧的背景下，能源价格仍

有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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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认为，原油需求绝对性和供给相对性在价格的反馈上较为直观，

OPEC+的减产无法从本质上改变总需求下降带来油价下行的趋势。因此，能源价

格在 10月份之前呈现“近端高远端低”的 Super Back结构，在未来演化的主要

焦点还是在近端通胀水平如何变化。 

图表 8: WTI 月差结构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从 WTI 月差结构来看，目前 WTI 近远月间的价差已经回落，说明之前短期的

供需矛盾导致近端价格偏高的情况得到了修复。我们认为加息会促使未来能源价

格演绎逻辑由供求矛盾切换到需求下滑的逻辑上来，能源价格会维持“近月高远

月低”的格局，但是近远月间的高价差会收窄。 

图表 9: 原油价格的 Back 结构得到缓和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服务业价格 

关于服务业的价格指数，我们主要关注住房价格的动态变化。 

近期美国住房价格开始边际放缓。10月 25日公布美国标普凯斯席勒 S&P/CS

和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两大房价指数，

数据显示美国 8月份的房价环比下行幅度创金融危机以来最高记录，数据如下： 

① 美国 8月 S&P/CS全国房价指数同比增 13%，较 7月的同比 15.6%增幅大

幅放缓（下跌 2.6个百分点），为连续五个月增速放缓； 



贵金属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7 

② 美国 8月 S&P/CS20座大城市季调后房价指数环比跌 1.32%，创 2009年 3

月来最大环比跌幅，预期跌 0.8%，7月前值跌 0.44%； 

③ 美国 8月 S&P/CS20座大城市房价指数同比涨 13.08%，为 2021年 2月以

来的最小增幅，预期涨 14.05%，7月前值涨 16.06%； 

④ 美国 8 月 S&P/CS10 座大城市房价指数同比涨 12.1%，月前值为涨 14.9%； 

⑤ 美国 8月份 FHFA 全国房价指数下跌，比上个月下跌 0.7%，为 2011年 3

月以来最大降幅，预期跌 0.6%。房价从 2021年 8月到 2022年 8月上涨

了 11.9%。 

图表 10: 美国 20 个大中城市标准普尔/CS 房价指数环比变化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图表 11: 美国 10 个&20 个大中城市标准普尔/CS 房价指数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通常情况下，住房的价格主要是由购房成本（抵押贷款利率）和劳动力市场

的强度两个因素共同影响的。 

从购房成本的角度来看，由于美联储今年 3月份以来激进的加息政策，美国

房地产市场的抵押贷款利率飙升，30年起的抵押贷款利率由年初的 3%已经飙升

至 7%，购房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导致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遭遇严重打击。但房屋价格

以及最新房租价格对住房项的传导有时滞，这个因素在考虑通胀时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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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与美国新屋销售数据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图表 13: 房屋价格的变化对 CPI 传导过程有时滞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从劳动力市场的韧性来看，9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26.3万人，较前两个

月略有下降；9月的失业率从 3.7%降至 3.5%，仍然凸显劳动力市场的韧性

比较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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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房屋价格的变化对 CPI 传导过程有时滞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因此，综合考虑购房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强度两个因素，我们认为短期内住

房项的通胀仍有明显上行风险，考虑到房价对住房 CPI的传到具有时滞性，住房

分项的 CPI确定性回落可能要到明年才能够显现。 

综合能源价格和住房价格，我们认为年内通胀还没有达顶，只是增速开始边

际放缓，美国的通胀仍处于倒 U型左侧区域，通胀的粘性仍然较强。因此，在通

胀数据没有确定性回落、美国经济仍有韧性的背景下，判断美联储将持续收紧，

年内剩余两次的加息路径将在 75+75Bps或 75+50Bps 两者中进行选择。 

2.3 利率曲线 

2.3.1 此轮紧缩周期下美国实际利率曲线形态？ 

根据费雪效应：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我们在研究实际利率未来

走势，不仅需要考虑未来短端实际利率的走势情况，还需要考虑长端的实际利率

的走势情况，即要考虑实际利率的期限结构曲线的变动。 

当前，短端的实际利率处于历史较低的位置，因此金价从短端实际利率来看，

是有一定的支撑的。短端实际利率极低的主要原因是近月通胀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上，而美联储对于通胀进行加息操作传导到通胀还需要时间，使得短端的实际利

率曲线发生了下沉，当前实际利率处于“U”型底部的右侧区域。 

长端的实际利率当前仍处于抬升的情况，因此金价从长端实际利率来看，是

承压的。主要原因是长期来看，美联储连续的加息缩表还在进行，年内保守估计

还有 125Bps 的空间，继续引领名义利率上行，而长期通胀预期回落，因此长端

的实际利率上行。 

综合长端和短端的实际利率曲线形态，组合出的各个期限的实际利率曲线呈

现深度 Contango的结构，如下图 15与图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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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实际利率曲线的 Super Contango 形态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图表 16: 实际利率近远月曲线形态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2.3.2美国名义利率曲线形态如何演绎？ 

最近的美债利率和美元指数出现小幅的下行走势，主要是因为具有“新美联

储通讯社”的 Nick Timiraos 的一篇文章表示可能在 11 月的议息会议上讨论在

未来是否要放缓加息速度，引发市场对联储转向“Fed Pivot”的讨论增加。 

这篇文章的标题提到了联储官员会“Debate Size of Future Hikes”，也就

是在暗示联储的 75bp 加息幅度可能会在年底的会议上下调，并且逐步终结加息。 

在此背景下，11 月及未来美国利率变化的又该路径如何演绎呢？货币政策是

否会转向？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美联储目前首要目标是治理通胀，通胀一日不

降，紧缩一日不缓，美联储加息缩表仍在路上，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就期待政策转

向还为时尚早。这一点可以从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的表态得以佐证，鲍威

尔直言①降低通胀可能需要经济保持一段持续低于趋势增长率的时期；②降低通

胀的过程中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痛苦，但这些都是降低通胀的代价，但通胀无法

降低意味着更大的痛苦；③在目前情况下，通胀水平远高于 2%，就业市场紧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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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达到长期中性利率水平后，依然不是罢手或暂停的时候。 

在明确美联储的总目标的前提下，我们尝试从鲍威尔的讲话中寻找一些额外

的操作线索。 

第①点，降低通胀需要保持一段持续低于趋势增长率的时期，实际上这句话

反映了美联储对待收益率曲线的态度，允许曲线长端与短端的倒挂。因为长端的

利率反应的就是经济长期的增速，也就是当前允许长端的利率低于趋势增速，以

压制需求的方式来降低高通胀；短端加息，抬高联邦基金利率，实际上就是提高

借贷资金成本，通过利率渠道来压制投资需求。并且这种状态（曲线倒挂）会持

续一段时间，以时间换取通胀回落空间。 

既然说到“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这样的表述，反应了什么问题？这个表

述其实说明我们短端的通胀成因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这个复杂性使得这个通胀不

易解决，对应通胀持续的时间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所以通胀的应对方式也

会“持续一段时间”。 

基于如此的判断，我们认为黄金的交易，在 12 月加息落地之前，不宜过早

看多。需要等待通胀水平接近目标范围开始布局“宽松”交易才较为稳妥。 

第②点，降低通胀的过程中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痛苦，但这些都是降低通胀

的代价，但通胀无法降低意味着更大的痛苦；第③点，在目前情况下，通胀水平

远高于 2%，就业市场极度紧俏，即使达到长期中性利率水平后，依然不是罢手或

暂停的时候。这两句话说明，为了治理通胀，短期美联储会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

价，而且这个痛苦“会持续一段时间”，短端利率会持续维持在高位。虽然加息

力度在边际上不会再紧，但会维持这种紧缩的态势，短端名义利率会继续向上攀

升并维持在高位。 

利率作为影响黄金价格核心变量，在这种持续紧的金融条件，又增加了一个

时间维度，利率作用在需求端和流动性的影响就会随时间的持续从“量变”到

“质变”。 

鲍威尔治理通胀的思路非常简单明晰“打压需求控通胀”，有一点我们是不

能忽视的，就是发表此番言论的经济基本面情况：不论是纵向对比还是横向对比，

美国的就业市场和经济状态具有一定的韧性，因此在“经济韧性”的支撑下，做

出“降低通胀需要保持一段持续低于趋势增长率的时期”的论断。 

根据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 FedWatch 的统计，市场预计今年剩下两次加息幅

度分别为 75Bps、50Bps，加息幅度保持持续性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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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2022 年 11 月 2 日加息 75Bps 概率为 87.3% 图表 18: 2022 年 12 月 14 日加息 50Bps 概率为 51.4%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FedWatch 

名义利率方面，它的变动市场基本取得一致观点，即长端名义利率在未来的

变动不会太大，会持续保持与长端的倒挂水平。长端名义利率主要受短端加息，

再通过收益率曲线向长端传导，形成对短端的支持，但加息和高通胀也损害了实

体经济，衰退担忧加剧，引导长端利率向下。因此上下两股力量博弈令长端利率

趋于扁平。 

综上，在长端名义利率稳定，短端名义利率受本次加息之后，或上行速率放

缓，即短端快速上行后，将切换上行方式，以平缓的速率上行迎接下一次的加息

到来，并维持高位难以回落；且名义利率曲线 Contango 的形态会继续缩窄，长

短端倒挂更加严重。 

2.3.3美国实际利率曲线未来演化路径 

在 2.3.2 节我们将未来实际利率曲线形态的描述出来了，但若要刻画出未来

实际利率的曲线的演化，主要还是要对未来通胀曲线的形态进行一个刻画。而当

前的通胀的曲线形态我们在 2.2.2 节的部分已经探讨过，而未来实际利率曲线的

演化的主要焦点还是在近端通胀水平如何变化。 

情形①：11 月加息之后，原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近端价格回落，供应短期的

预期得以改善，短端的通胀开始下行，叠加短端上行的名义利率，长端名义利率

不动，可能形成的是短端名义利率上行，长端的实际利率不动，短端的上行继续

压制金价的表现。  

情形②：短端的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虽然跟随加息被打压下来，但在全球大

国博弈下的 OPEC+似乎已成为美联储最大的敌人，在未来不排除西方对俄采取进

一步制裁，导致全球能源脱钩加剧的背景下，能源价格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近端的通胀回落可能更加缓慢，美联储将继续坚定的加息对抗通

胀。短端名义利率继续抬升，通胀曲线整体缓慢回落，实际利率曲线整体上移，

金价或将会继续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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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③：通胀预期被打压放缓，通胀的环比数据快速持续回落，需求端开始

下行，衰退迹象显著，经济放缓，加息缩表等紧缩政策放缓，实际利率继续跟随

经济增长放缓也开始拐头向下，金价重获向上动力。 

目前来看情形①与②的概率较大。 

2.3.4 美国实际利率上行对于沪金的影响如何？ 

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至今，黄金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短期摸顶，伴随美国实

际利率攀升，金价呈现趋势性回调，期间实际利率从-0.9%上升至 1.6%，期间金

价下跌 241.8美元/盎司，跌幅达 12.66%,月均下跌 1.58%。 

对比 COMEX 黄金价格与沪金价格走势上，会发现大致走势基本趋同，但是具

体跌幅上来看，二者从 3 月份高点下行的幅度差异较大，COMEX 黄金价格从最高

点 2078.8 美元/盎司，最低跌到 1621.1 美元/盎司，最大跌幅为 22%,但沪金从高

点 420.74元/克，最低跌至 369.82元/克，至今跌幅仅 12.1%。 

我们认为其中主要是因为是该期间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达到 15%，给人

民币计价的沪金一定的支撑。此外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错位，叠加 10 月中国宏

观经济数据偏弱，进一步令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倒挂加深，人民币通过对美元贬

值来对冲倒挂带来的汇率市场压力，也给对以人民币计价的沪金带来一定的支撑。

因此基于美国利率仍有上升空间，我们认为利差有进一步走阔的可能，因此人民

币对美元贬值概率较大，沪金要相对 COMEX 黄金可能更为强势一些。 

图表 19: 1 年期中美利差与人民币兑美元走势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所以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欧美衰退预期都在升温，经济基本面预期都比较差，

但从相对强弱来看，欧洲受俄乌局势牵制，要更羸弱一些，叠加美元处于加息周

期进程的加速期，在 11月份我们认为美元指数还是维持震荡偏强的态势。 

基于美联储对于控通胀的决心与目标，我们认为美元指数具有持续强势的态

势，有望维持在 110 上方，11 月黄金价格在加息落地之前仍是承压偏弱，仍是偏

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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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美元指数高位震荡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关于通胀，鲍威尔表示有信心使通胀回落至 2%的目标水平。关于经济和就业，

鲍威尔表示抗击通胀的过程可能会使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低于潜在增速，且导致劳

动力市场条件放缓，但长期来看可能是必要的。由于持续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表明

潜在的总需求依然坚实，美国经济目前并没有陷入实质性衰退；不认为美国必须

要经历经济衰退，但软着陆的可能性明显缩小了。 

图表 21: 金铜比、金银比低位攀升，金油比低位徘徊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三、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能源价格和住房价格，我们认为年内当前通胀还没有达顶，只是增速开始边

际放缓，美国的通胀仍处于倒 U型左侧区域，通胀的粘性仍然较强。因此，在通

胀数据没有确定性回落、美国劳动力市场韧性仍足的背景下，美联储治理通胀的

决心不会改变，通胀一日不降，紧缩一日不缓，美联储加息缩表仍在路上，因此

此时去讨论美联储的转向交易为时尚早。年内剩余两次的加息路径将在 75+75Bps

或 75+50Bps两者中进行选择。 

但依然需关注 11月公布的非农和通胀数据，短端利率不改上行趋势，实际

利率还在上行中。从实际利率和通胀，美元指数等视角来看，未来 11月份 COMEX

黄金的价格承压趋弱，12月加息落地之前仍保持偏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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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金的变化还要考虑到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若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贬值，则沪

金下方仍有支撑，若人民币保持稳定或升值，则沪金还是偏空看待。 

投资策略：短线观望，逢高做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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