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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 靓丽预示非农良好 金价
退守 1260
摘要
 观点
黄金周三(12 月 6 日)徘徊在六周低位，因美元走强。美国就业数
据良好，以及对特朗普税改计划前景乐观继续支撑美元。除此之
外，美国政府可能关闭的不确定性有所缓解，减少了投资者对避
险资产黄金的需求。美国 11 月 ADP 就业人数增加 19 万个，符合
市场预期，也预示此次非农就业数据将表现不错。美联储将于下
周加息的预期也在打压金价，短线上方继续关注 1280 关键阻力，
下方支撑仍看向 1260，随后则是 1250。
 操作建议

近期出版的研究报告

短期对金价走势判断为震荡偏弱，支撑位 1280 已经失效，下一
个支撑位是 1260。黄金在 1260-1300 之间都趋于中性，打破区间
才可能会显示出方向。如果美元继续上涨，黄金可能下探支撑位
1260，但像往年类似的年底大幅下跌可能性不大，并且加息落地
后黄金往往会出现 V 型反转的走势。上周末特朗普终于迎来了首
场胜利，美国共和党税改法案获参议院足够票数通过。根据最新
通过的税改法案，美国的公司税率将下调为 20%。税改对黄金是
利空的，因为这会带来通胀，使得美联储加息更多次，也会提振
美元和美股，削弱贵金属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但是税改会进
一步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加上美国触及债务上限临近，这对黄
金有一定的利好。12 月 8 日是通过拨款议案以防美国政府停摆的
截止期限，这一天美国将触及举债上限。最重要的是，目前来看，
全球通胀只是温和回升，那就意味着大概率除美联储之外其他央
行会按兵不动，美联储加息步伐也温和，而金价将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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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表 1：今日重要事件和数据
8:30

澳大利亚 10 月商品及服务贸易帐

15:45

法国 10 月贸易帐

18:00

欧元区第三季度季调后 GDP 年率终值

23:00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发表讲话

资料来源：中银国际期货

昨日要闻及市场表现
表 2：昨日要闻
8:30

澳大利亚第三季度 GDP 年率

2.80%

20:00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接受下议院质询

我们将离开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

21:15

美国 11 月 ADP 就业人数

19(万)

23:00

加拿大央行 12 月利率决议

维持基准利率 1%不变

资料来源：中银国际期货

图 1：昨日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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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关注
重要新闻
如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1.00%不变。加拿大国内经济温和增长，
该央行表示，将在利率政策上继续谨慎行事，这与之前市场预期的鹰派发言不
太吻合，导致美元兑加元短线飙升 110 点，至 1.2775，刷新日内新高。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特朗普还将
宣布在耶路撒冷建立新的美国大使馆的计划。目前美国大使馆位于特拉维夫。
对于可能引发的巴以冲突，特朗普表示，对于巴以问题，将有新的解决方式，
不会沿用旧方法解决。该决定无意违反美国对维护和平的强烈承诺。美国将支
持得到双方同意的巴以方案。
重要经济数据
澳洲第三季度经济增长虽不及预期和前值，但商业投资出现久违的大增之势，
不过疲软消费仍为隐忧。具体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第三季度 GDP 年率上涨 2.8%，
预期上涨 3.0%，前值从上涨 1.8%修正为上涨 1.9%；第三季度 GDP 季率上涨 0.6%，
预期上涨 0.7%，前值从上涨 0.8%修正为上涨 0.9%。第三季度家庭支出季率仅上
涨 0.1%，增幅为 2008 年以来最小。
素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显示，美国 11 月 ADP 就业人数增加 19 万，符
合市场预期，暗示就业市场依然强劲。数据显示，美国 11 月 ADP 就业人数增加
19.0 万人，预期增加 19.0 万人，前值增加 23.5 万人。
市场情况
美元指数周三(12 月 6 日)上涨 0.26%，美元指数在美国 11 月 ADP 就业人数公布
后，录得一段较大涨势。因 ADP 就业数据素有“小非农”之称，是周五(12 月 8
日)将出炉的非农就业数据的重要前瞻性指标。 11 月 ADP 就业数据表现符合预
期，令市场对周五登场的非农就业数据趋于乐观。
周三油价重挫近 3%，因美国汽油和精炼油库存大幅上升，表明需求可能疲弱，
且美国原油产量再创新高。
科技股反弹推动纳指上涨，但能源、银行股走软，道指收跌，标普连跌四天。
在科技股回调以及年底获利盘了结的影响下，全球股市显露颓势，MSCI 亚太指
数已经连续八天下跌，为 2015 年以来的最长连跌纪录。
持仓情况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 11 月 28 日当周，
对冲基金和基金经理持有的 COMEX 黄金期货净多头头寸连续第二周大幅增加。
数据显示，COMEX 黄金投机净多头头寸增加 22590 手至 224417 手，创两个半月
以来（9 月 20 日以来）新高， 其中多头增加 14450 手至 287384 手，空头减少
8140 手至 62967 手。另外，COMEX 白银期货投机性净多头减少 8869 手，其中多

头减少 8006 手，空头增加 863 手。
全球最大黄金 ETF-SPDR GOLD TRUST 周三（12 月 6 日）持仓较上一交易日不变，
当前持仓量为 845.47 吨。由于金价在 11 月份窄幅波动，方向不明，投资者在
投资方面表现谨慎。白银 ETF-iShares Silver Trust 周二持仓较上一交易日大
增 82.18 吨，周三持仓不变，当前持仓量为 10006.40 吨。此前该白银 ETF 连续
4 个月减仓。

套利机会
近期金银比有望突破了 2016-2017 年的下行趋势，金银比可能进一步上升，第
一上行目标是 80，而历史平均值仅在 50 附近，投资者可以尝试在 80 附近做空
金银比，第一目标位 75， 第二目标位 65。
图 2：金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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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关注风险事件
1. 耶路撒冷首都之争；
2. 参众税改方案修正讨论；
3. 英国退欧谈判；
4. 德国组阁谈判；
5. 希腊救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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