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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收益率及美元走低，黄金反弹 

投资策略建议：  

黄金： 

截至4月16日当周，COMEX期金涨1.86%至1777.3美元/盎司。美
元回落；原油回升；美股三大股指继续集体上涨；十年期美国国债
收益率回落至1.6%以下。 

经济基本面，中国3月经济及金融指标出炉，消费有较大增幅，新
增社会融资规模不及预期，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外贸形势向好。美
国，周度初请失业金人数指标显示就业市场回暖，零售销售数据创
去年5月以来新高，物价水平有所上行，美联储褐皮书显示，美国
经济活动加速至温和增长阶段。 

政策方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在2022年年底之前加息的可
能性非常小。中国央行则表示，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前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
央行行长视频会议召开，各方同意合作加强全球疫情应对，避免过
早退出经济支持政策。 

总体，当前宽松货币环境对金价有一定支撑。预计随着全球经济恢
复和疫苗接种率提升，市场风险偏好将保持较高水平。黄金白银或
延续偏弱走势，建议震荡偏空思路对待。 

 

 

 

新的一周财经日历： 

2021-4-21 英国 3 月 CPI 

2021-4-22 美国 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3 月成屋销售 

2021-4-23 欧元区 4 月制造业 PMI 

2021-4-23 美国 4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3 月新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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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资产表现（4 月 12 日到 4 月 16 日） 

国内市场，  

沪金 AU2106 周五下午收 372.86 元/克，周涨 0.04%。 

沪银 AG2106 周五下午收 5401 元/千克，周涨 1.12%。 

上证指数先抑后扬，最新指数点 3426.62 点，周跌 0.7%。 

国际市场，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落，金价升至七周高位。 

COMEX 期金震荡回升，周五收报 1777.3 美元/盎司，周涨 1.86%。 

COMEX 期银同样回升，周五收报 26.04 美元/盎司，周涨 2.82%。 

NYMEX 原油期货 6 月合约上行，周五报 63.11 美元/桶，周涨 6.39%，创七周以

来最大周涨幅。 

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道指、标普均再刷新历史新高。 

美元指数回落，周五收报 91.5363，周跌 0.69%，连跌两周，创三月中旬以来新低。 

 

∟.宏观热点事件 

芯片短缺问题。美国总统拜登会见多家大企业高管，讨论严重伤害美国汽车行业的

全球芯片短缺问题。拜登表示，500 亿美元芯片支持计划获得两党立法支持。 

反垄断。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综合考虑阿里巴巴集团

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2021 年 4 月 10 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 2019 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557.12 亿元 4%的罚款，计 182.28 亿元。2021 年 4 月 15 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反

垄断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九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扬子江药业集团停止违法

行为，并处以其 2018 年销售额 254.67 亿元 3%的罚款，计 7.6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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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黄金白银 ETF 持仓持续回落。 

全球最大黄金 ETF-SPDR 持仓 4 月 15 日为 1022.86 吨，较前一周末减少 3.21 吨，

持续明显回落。 

全球最大白银 ETF-SLV 持仓 4 月 15 日为 17845.47 吨，较前一周末减少 34.64 吨，

持续回落。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3 月黄金日均交易量环比有所下降，主因伦敦金银协会市

场（LBMA）报告的场外交易量减少；虽然年初至今黄金交易量较 2020 年平均交易量

低 6%，但仍高于 2019 年 1460 亿美元的年度平均。 

 

经济数据 

美联储褐皮书：美国经济活动加速至温和增长阶段；就业增长有所回升，大多数地

区的员工人数都出现温和增长；尽管供应链受到限制，美国制造业仍在扩张；自上次报

告以来，物价“略微加速”上升；许多地区报告房价温和上涨，一些地区房价上涨则更

强劲。 

美国 3 月零售销售环比增 9.8%，创去年 5 月以来新高，预期增 5.9%，前值从减

3%修正为减 2.7%。3 月核心零售销售环比增 8.4%，预期增 5%，前值从减 2.7%修正

为减 2.5%。 

3 月工业产出环比增 1.4%，预期增 2.8%，前值由减 2.2%修正为减 2.6%。 

美国 4 月 1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57.6 万人，预期为 70 万人，前值由 74.4

万人修正为 76.9 万人。 

美国 3 月季调后 CPI 环比升 0.6%，创 2012 年 8 月以来新高，预期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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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3 月新屋开工年化总数为 173.9 万户，预期 161.3 万户，前值 142.1 万户。 

中国 3 月及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消费增长非常快。3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 34.2%，预期增 28.4%；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33.9%。 

中国一季度外贸进出口实现“开门红”，当季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8.4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9.2%。海关总署表示，去年二季度我国进出口基数较高，客观上对今年二季

度外贸增长带来挑战。综合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外贸运行有利因素较多，但外部挑

战也不少，外贸稳定增长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 3 月金融数据出炉。M2 同比增速、新增人民币贷款、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指标

均不及预期。M2 同比增 9.4%，预期增 9.6%，前值增 10.1%；新增人民币贷款 2.73

万亿元，预期 2.5 万亿元，前值 1.36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3.34 万亿元，预期

3.6 万亿元，前值 1.71 万亿元，期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94.55 万亿元，同比增 12.3%。 

英国 2 月 GDP 同比降 7.8%，预期降 8.3%，前值自降 9.3%修正至降 8.5%；环比

升 0.4%，预期升 0.6%，前值自降 2.9%修正至降 2.2%。 

IMF 将欧洲 2021 年通胀预期大幅上调 1.1 个百分点至 3.1%，部分原因是大宗商

品价格走高，并认为欧洲经济有望在 2022 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全球央行观察 

美联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美国经济似乎已来到拐点，经济和就业正进入快速扩张期，但

新冠肺炎病例激增的风险仍然存在；在 2022 年年底之前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大多数

美联储官员认为 2024 年前不会加息；预计将在加息前开始减少购债规模。 

美联储梅斯特：通胀预期上升是由于经济前景好转；并不担心通胀率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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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戴利：预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上升是暂时的；为民众充分接种疫苗是打败

病毒的关键；恢复大流行前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一段时间。 

欧洲央行 

欧洲央行行长杰拉德称，经济复苏虽然延迟，但没有偏离路径；2021 年下半年经

济复苏更快；如有需要，将延长或扩大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 

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基于对当前融资条件和通胀前景有利性联合评估，欧洲央

行首席经济学家提议，二季度根据紧急抗议购债计划进行的净购债将比今年头几个月速

度快得多，需要特别关注主权债券收益率和无风险利率。 

中国央行 

中国央行举行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解读数据时表示，个人

贷款增速仍会保持较快增长；货币政策要坚持跨周期设计理念，兼顾当前和长远；央行

将继续灵活开展操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一些短期因素影响，市场不必过度关注。 

关于 4 月的流动性，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从今年来看，财政税收

以及国债、地方债发行兑付等因素对流动性的短期影响有所增大，央行将按照稳健货币

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要求，密切关注 4 月份财政收支和市场流动性供求变化，综

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进行精准调节，保持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充裕，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韩国央行 

韩国央行维持基准利率 0.5%不变。韩国央行称，经济复苏有所扩大，今年 GDP 增

速比之前预计要高；通胀将走高，在下降之前将在 2%左右维持一段时间；将监测金融

稳定状况，将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立场。 

日本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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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日本经济有好转趋势，未来将继续改善；随着经济好

转，物价将转正，并加快增长步伐；将继续通过宽松的政策，努力支持企业融资和金融

市场稳定。 

 

∟.行情展望与建议 

截至 4 月 16 日当周，COMEX 期金涨 1.86%至 1777.3 美元/盎司。美元回落；原

油回升；美股三大股指继续集体上涨；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至 1.6%以下。 

经济基本面，中国 3 月经济及金融指标出炉，消费有较大增幅，新增社会融资规模

不及预期，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外贸形势向好。美国，周度初请失业金人数指标显示就

业市场回暖，零售销售数据创去年 5 月以来新高，物价水平有所上行，美联储褐皮书显

示，美国经济活动加速至温和增长阶段。 

政策方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在 2022 年年底之前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中

国央行则表示，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

境。前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召开，各方同意合作加强全球疫情应对，

避免过早退出经济支持政策。 

总体，当前宽松货币环境对金价有一定支撑。预计随着全球经济恢复和疫苗接种率

提升，市场风险偏好将保持较高水平。黄金白银或延续偏弱走势，建议震荡偏空思路对

待。 



 

                                                                          黄金 | 策略报告 

 7 

∟.宏观经济指标 

4 月 14 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达 7.79 万亿美元，较上一周增加近 0.08 万亿美元，历史高位。 

4 月 15 日，十年期通胀指数国债（TIPS）收益率为-0.77%；隐含的通胀预期为 2.33%，近一月持平。 

4 月 15 日，两年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 0.16%、1.56%，短端持平，长端有明显回落。 

截止 4月 10日当周，美国周度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57.6 万人，优于预期，较之前一周减少 19.3 万人。 

图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图 2，国债收益率与通胀预期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美国国债收益率 图 4，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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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市场指标 

4 月 12 日-4月 16 日， 

VIX 指数持稳。美元继续回落，金价震荡回升，原油和铜明显走高。 

图 5，COMEX 黄金与美元指数 图 6，CBOE波动率—VIX 指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7，NYMEX 原油期货 图 8，LME 铜期货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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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库存 

2021年4月16日，上期所黄金库存3852千克，较之前一周持平。 

2021年4月15日，COMEX黄金库存3577万金衡盎司，较上周末减少79.2万金衡盎司，延续回落态势。 

图 9，上期所库存—黄金 图 10，COMEX 库存—黄金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021年4月16日，上期所白银库存2458097千克，较上周末减少42698千克，继续高位回落。 

2021年4月15日，COMEX白银库存36554.7万金衡盎司，较上周末减少208.6万金衡盎司，继续回落。 

图 11，上期所库存—白银 图 12，COMEX 库存—白银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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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持仓 

全球最大黄金ETF-SPDR持仓4月15日为1022.86吨，较前一周末减少3.21吨，持续明显回落。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数据，对冲基金和基金经理持有的COMEX黄金投机性净多头寸4月6日为

18.95万手，较之前一周增加2.2万手。 

图 13，SPDR黄金 ETF持仓 图 14，COMEX 黄金期货投机性净多持仓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全球最大白银ETF-SLV持仓4月15日为17845.47吨，较前一周末减少34.64吨，持续回落。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数据，对冲基金和基金经理持有的COMEX白银投机性净多头寸4月6日为

32315手，较之前一周增加3345手。 

图 15，SLV白银 ETF持仓 图 16，COMEX 黄金期货投机性净多持仓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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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

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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