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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2 月 12 日)黄金于连续两周下跌后反弹，金价站上 1320 一
线，因美元走弱。但预计本周三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可能会使美
国的利率上升，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利率上升的速度超过预期，令
金价继续承压。周一白宫公布新财年预算方案，总统特朗普承诺
在 10 年内将投资 1.5 万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美股大涨表
示欢迎。投资者关注周三的美国 1 月通胀数据，在此之前黄金可
能维持窄幅震荡。
 操作建议

近期出版的研究报告

短线对金价走势判断为震荡盘整，压力位 1340，支撑位 1310。金
价大跌逾 17 美元，下跌约 1.6%，录得两个月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上周行情主要围绕着美联储加速升息的市场担忧情绪展开，在此
背景下美元回升走强，这对金价不利。虽然美股大跌，但这并未
对金价构成太大的支撑。黄金跌破 1320 后市堪忧，首先美股暴
跌并未影响美联储升息前景，甚至侧面印证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升
息的忧虑；其次美联储官员不断释放出鹰派言论，这些都对金价
不利；此外，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也对金价不利；接着，美国
政府临时停摆对金价的支撑非常有限；最后，全球黄金需求下降，
春节到来中国实物金需求放缓，也对金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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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表 1：今日重要事件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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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要闻及市场表现
表 2：昨日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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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昨日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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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关注
重要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 2019 财年预算报告，包括提高国防开支和边境墙资金。美
国财政部拍卖 420 亿美元六个月期国债，得标利率 1.785%，投标倍数 2.74；拍
卖 480 亿美元三个月期国债，得标利率 1.570%，投标倍数 3.12 。美国 2019 财
年预算报告显示，预期 2018 年第四季度美国 GDP 同比增长 3.1%；预期美国 2018
年 CPI 将上升 2.1%，2019 年将上升 2%；预期 2018 年失业率为 3.9%，2019 年为
3.7%，假设 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2018 年平均水平 2.6%。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本周稍晚将披露与其他诸多国家的“互惠税”。美国
总统特朗普呼吁削减 1.7 万亿美元强制性开支和财政收入，以及在 10 年内削减
医疗支出 2370 亿美元。特朗普在预算计划中寻求将 2019 年以后的非国防开支
减少 2%，提出了价值 500 亿美元的农村基建计划，他认为必须重建美国基础设
施建设。
重要经济数据
市场情况
周一美元走弱，因股市反弹，结束了美元的强劲走势。预计本周三美国的通胀
数据可能会使美国的利率上升，美国利率上升的速度或将超过预期。
美油微幅收涨，全天走势先扬后抑。上周油价大幅下挫为本周初油价反弹提供
良好基础，美元走软也为油价上涨提供动能，但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计美国
页岩油产量将继续增加，施压油价收窄涨幅。
欧美股市强劲反弹，道指收涨超 400 点，纳指涨 1.56%，纳指年初至今收益率转
正，美国三大股指均创 2016 年 6 月底以来最大连续两个交易日百分比涨幅。欧
洲股市亦全线反弹。数字货币普遍大涨。
持仓情况
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对冲基金和基金经理持有
的 COMEX 黄金期货净多头头寸连续两周减少。截止 2 月 6 日当周，COMEX 黄金期
货投机净多头头寸减少 16385 手，为 2017 年 12 月 12 日以来最大跌幅。从具体
数据上来看，黄金期货投机性多头减少 24,499 手至 273828 手，多头总量为年
初以来最低水平。空头则减少 8,114 手至 82951 手。在此期间，金价大跌 15 美
元。此外，COMEX 白银期货投机性净多头也减少 1.58 万手。其中多头减少了 8,416
手，空头增加了 7,466 手。
全球最大黄金 ETF-SPDR GOLD TRUST 周一（2 月 12 日）持仓较上一交易日不变，
当前持仓量为 820.71。黄金连续几日从高位回落，上周黄金 ETF 持仓连续两周
流出。白银 ETF-iShares Silver Trust 周一持仓较上一交易日不变，当前持仓
量为 9767.91 吨。此前连续一个多月持仓量大减的趋势有可能结束。

套利机会
近期金银比已经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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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5 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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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市波动率骤升；
2. 特朗普打响贸易战；
3. 德国组阁谈判；
4. 伊核协议；
5. 朝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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