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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窄幅震荡中运行，下周议息会议再添新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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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行情概览： 

12 月 10日至 12 月 14 日当周，黄金在美元起起落落下，表现为

窄幅震荡，1240——1250 美元进行交投。一方面在等待新的消息刺

激，一方面技术上冲高后多头需要进行修整。截至当下，国际黄金仍

在 1250 美元下方震荡，最新报价 1242美元，跌幅 2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上涨 1.26 元，最新报价 276.65。 

基本面分析： 

本周黄金震荡中蓄势运行，未有大的波幅。可谓上有阻力，下有

支撑。 

具体来看,黄金周一（12 月 10 日）由于英国首相梅推迟英国议

会的脱欧公投，英镑大幅下挫，美元飙升，黄金小幅度回落。由于英

国脱欧协议可能在议会投票中遭遇惨败，英国首相周一向下议院宣

布，她将推迟投票。英国首相发言人称，重启脱欧协议谈判存在重大

风险，当前的协议就是最好的、最合适的协议，周末期间首相与容克、

默克尔、荷兰首相和爱尔兰总理进行了通话。在启动后备协议问题上，

首相正在考虑通过修正案给予议会部分话语权，首相有信心赢得脱欧

协议投票。首相将于当地时间 11:30与内阁大臣们召开会议。英国议

会就脱欧协议的投票仍将在周二推进。虽然暗示协议内容不会出现实

质改变，市场认为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增加，英镑急跌，创一年半

低点，同时避险推升美元指数重回 97 上方，黄金承压。最终，黄金

受阻于 1250美元关口；隔夜黄金 TD 收盘报 277.63，白银 TD 报 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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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12月 11 日）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进一步增强，英镑欧

元齐齐下跌，美元走强，黄金小幅回落，维持高位震荡。特蕾莎-梅

推迟了“脱欧协议”在英国议会的投票时间，希望与欧盟进一步谈判。

但是，欧盟拒绝就脱欧协议继续与英国谈判。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

与英国首相梅会面之前，发出了强硬的声音，表示脱欧协议没有继续

谈判的空间。另外，英国国内，保守党有可能针对首相梅发起不信任

投票，按保守党规定，15%的保守党下院议员联名致函，即可发起针

对党魁的不信任投票。保守党现在议会下院有 315 名议员，即只要有

48 人致信，便能触发不信任投票。受此影响，英镑引领欧系货币整

体下跌，避险需求继续推升美元，黄金承压，但仍维持高位震荡走势。

最终，黄金小幅下挫，但仍守住 1240重要关口支撑；隔夜黄金 TD 收

盘报 277.33，白银 TD 报 3525。 

黄金周三（12 月 12日）在美国通胀不及预期，梅姨在不信任投

票中获胜过关，意大利在预算案做出让步，美元小幅下跌，黄金维持

高位震荡。隔夜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11 月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同比增长 2.2%，符合预期，低于前值的 2.5%，为 2018 年

1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美国近期通胀表现温和，减缓了美元加息

的压力，数据公布后， 美股上涨，美元下跌，黄金维持高位横盘。

另外，英国保守党针对特雷莎·梅的不信任投票，317 名保守党代表

中有 117 人投票希望特雷莎·梅下台，200 人支持特蕾莎·梅，支持

人数超过不通过不信任投票所需的 159 票，有惊无险闯过不信任投

票，特蕾莎·梅将继续担任英国保守党党首和英国首相，避免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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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荡，欧系货币得到提振，在英镑带领下大幅反弹，美元承压。

最终，国际金价在美元走弱下小幅反弹，但仍受制于 1250 美元；隔

夜黄金 TD 收盘报 276.52，白银 TD 报 3532。 

紧接着黄金周四（12 月 13 日）温和下调，美市盘中最低下探至

1239.83 美元，金价在下挫后有转入盘整的迹象，但仍运行在 1240

一线上方；而美元转涨，美元指数最高触及 97.31，运行在 97 关口

上方。日内公布的美国 12月 8日当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20.6万人，

预期为 22.6 万人，前值 23.1 万人上修为 23.3 万人；美国 11 月进

口价格指数环比下跌 1.6%，低于预期-1%和前值 0.5%；美国 11 月进

口价格指数(除汽油)环比下跌 0.3%，低于预期-0.1%和前值 0.2%。

数据的发布对市场影响不明显。至于欧洲央行利率决议，会议宣布维

持利率不变，但欧洲央行宣布结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下调了

2019 年的经济预测。导致欧元走弱拖累了黄金，但并未大跌，只是

上涨动能明显遭到打压；隔夜黄金 TD收报 276.61，白银 TD收报 3531。 

至于今日周五（12月 14日）亚市盘中，随着美元继续维持强势，

黄金承压于 1242 美元附近，不过依旧守住了 1240美元附近的支撑。

昨晚欧洲央行确认 12 月底退出 QE，不过，德拉基的鸽派言论一度打

压欧元。欧洲央行 12 月利率决议出炉，维持三大利率不变，且管理

委员会预计欧洲央行关键利率维持在目前水平，至少到 2019 年的夏

天结束。欧洲央行表示，将在 2018 年 12 月底结束购债，委员会将改

善再投资的前瞻性指引，将在首次加息后持续再投资计划。声明还称，

再投资计划持续时间会保持必要的长度，以维持有利的流动性条件和

http://forex.fx168.com/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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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宽松的充足程度！欧洲央行称，维持关键利率在当前水平，直至

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持续趋同至低于但接近 2%的水平。总体言论

小幅利空欧元，美元受到提振，但黄金依旧处于上涨后的蓄势中，维

持震荡。晚间，市场将迎来美国零售销售数据，该数据素有“恐怖数

据”之称。 

最后，对于下周，我们能看见美国和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取得的进

展缓解了全球股市的跌势。报道称中国正在做出一些重大变化，以符

合美国的监管要求，避险情绪有消退迹象。另外，虽然英国脱欧风暴

升级，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晚些时候的议员不信任投票中险胜归

来，得以留任下来，也缓解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因此，从基本面来看，

本周支撑黄金的因素有所减弱，金价上涨动力显得有些不足，走势有

转入盘整的迹象，市场又在等待新的机会。对于这个机会，我们认为

将是下周即将到来的美联储利率决议 。这将是美联储今年度最后一

次加息，而预期来看，将是要继续加息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

会议后高官讲话或将透露出明年加息点阵图，一旦明年加息次数少于

此前预期，恐将对美元构成重大压力，黄金将有机会重整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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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黄金 

 

从日线图表来看，黄金目前上行至布林通道上轨 1250 附近，短

期震荡蓄势后，有望再次攀升，下一目标前期高点阻力 1265 美元。 

 

 

 

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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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线图表来看，白银在均线交出金叉后，逐步开启上行，但目

前上行至关键压力位附近，将会再次面临抉择。 

 

 

 

行情研判： 

本周金融市场走势较为震荡，美元、黄金等都没有明显的趋势性，

起起伏伏，黄金仍围绕 1240——1250 美元做震荡，市场需要新的推

动力量来指引行情方向。但从技术形态来观察，目前刚刚走出上涨第

一阶段，下周仍有望冲高。 

 

 

 

 

策略建议： 

黄金白银下周以逢低接多为主。 

黄金：下方支撑 1230（274）；上方阻力 1265（281） 

白银：下方支撑 14.4（3490）；上方阻力 15（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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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 

周一 12 月 17 日 23:00  美国 12 月 NAHB 房价指数★★★ 

周二 12 月 18 日 21:30  美国 11 月新屋开工(年化月率)★★★ 

周三 12 月 19 日 23:00  美国 11 月 NAR 季调后成屋销售(年化

月率)★★★ 

周四 12 月 20 日 21:30  美国上周季调后初请失业金人数(千人)

★★★★ 

周五 12 月 21 日 21:30  美国第三季度实际 GDP(年化季率)终值

★★★★ 

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想得到更及时，全面，专业的服务，敬请关注“翠绿金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