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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门、美股大跌、美元疲软、央行买金等多

重利好袭来，黄金将要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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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行情概览： 

12 月 24日至 12 月 28 日当周，虽逢圣诞假日休市，但在短短几

个交易日内黄金受到美元走软。美股大跌带动，不断刷新高点。截至

当下，国际黄金试图挑战 1280美元，最新报价 1278 美元，涨幅 22.5

美元。国内黄金 TD上涨 2.73 元，最新报价 283.4。 

基本面分析： 

本周黄金在技术面多头以及基本面数据走弱推动下，呈现加速上

涨，多头碾压空头。 

具体来看, 国际黄金周一（12 月 24 日）收涨 13.28美元，涨幅

1.06%，报 1269.02 美元，再创新高。主要是受到股市下跌和对全球

经济放缓担忧削弱了风险情绪，促使投资者寻求避险。美股延续跌势，

美债市场再度出现不寻常信号，一年与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十年来首次

倒挂，加上美国政府关门这一政治风险。“恐慌指数”VIX 涨 17%，

突破 35，创 2 月以来最高。这些因素都刺激市场转向黄金等传统避

险资产，指引黄金不断走高。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讨论如何将

鲍威尔从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上撤下，此举动可能削弱人们对美国金融

体系的信心。特朗普周一继续攻击美联储，他在推特上说，美联储是

美国经济的“唯一问题”。“他们对市场没有感觉，”特朗普这些言

论也令美元和美股承压，黄金受到提振。最终，黄金在避险买盘推动

下再创新高，冲上 1270 美元；隔夜黄金 TD 收盘报 282.6，白银 TD

报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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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12 月 25 日）为圣诞节，外围市场进行休市。但特朗普在

圣诞节期间再度表示，如果没有边境墙，那么政府停摆就不会结束，

这加剧了市场对美国政治风险的担忧；与此同时，特朗普再度抨击美

联储，认为其加息过快。具体来看，美国政府继续处于停摆状态，截

至周二已经是第四天了，因特朗普要求为修建美墨边境墙提供经费，

美国白宫和国会就此事陷入僵局。特朗普在圣诞节当天表示，我们仍

然需要边境墙，在获得边境墙、围栏或障碍物之前，联邦政府不会结

束停摆状态。虽然圣诞节当日无波动，但这些消息恐将会在节后继续

刺激金价走高。最终，隔夜黄金 TD 收盘报 283.26，白银 TD 报 3561。  

随后周三（12 月 26日）美元反弹，美股出现报复性大幅反弹，

道指涨幅逾千点，创史上最大单日涨幅，三大股指涨幅均超 4%，市

场避险情绪消退，黄金遭到抛售。日内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如预期，数

据显示美国 10 月 S&P/CS20 座大城市房价指数年率为 5.03%，低于前

值 5.15%；美国 12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为-8，低于前值 14 和

预期 15。较差的数据再次助涨了金价，曾一度上涨至 1279 上方。但

随后市场有消息传出，美国企业养老基金或买入 640亿美元股票，据

富国银行计算，由于需要在季度末进行大规模的再平衡调整，美国企

业养老金需要在年底前将其股票投资组合增加 640 亿美元。因此，在

第四季度和年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估计会购买约 640 亿美元的

股票。在这个利好消息提振下，后半夜美股引发强劲反弹，美元也报

收阳线，黄金冲高回落。最终，金价失守 1270 关口，日线收出倒锤

头阴线。黄金 TD 收盘报 282.6，白银 TD 报 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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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黄金周四（12 月 27 日）再次反弹收涨，美市盘中最高触

及 1276.70 美元，几乎收回周三失地。而美元大跌，美元指数仍运行

在 97 关口下方，最低触及 96.51；美股在触及日内低位之后大幅反

弹，道指反弹逾 800 点。数据方面，日内公布的数据偏弱，对美元和

美股形成利空，数据显示美国至 12 月 22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21.6 万人，高于前值 21.4 万，但低于预期 21.7 万，在过去四周中

有三周录得下降。初请失业金人数通常到年底会出现较大波动，因为

圣诞假期的数据往往令政府应对季节性数据波动的模型无效。另外，

美国 12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128.1，低于前值 135.7 和预期

133.7；录得 7 月以来新低，因消费者预期恶化。随着美股回落以及

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美国人高涨的信心也逐渐消退。最终，由于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上美国政府部分部门关闭引发的政治动荡激发

了黄金，金价继续呈现强势。隔夜黄金 TD 收报 283.45，白银 TD 收

报 3614。 

至于今日周五（12月 28日）早间，虽然美股连续两个交易日反

弹提振市场风险情绪，但是在美元不给力情形下，黄金受到疲软美元

的支撑。细数本周，4 个交易日皆创新高，黄金处于极多氛围中。目

前市场上仍存在推高金价的因子，比如美国政府继续处于关门中，现

在已经进入第七天，市场仍在继续消化这一事件的影响。同时，经济

数据的连续疲软，加深了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加之政府的巨额财

政赤字。根据最新数据统计，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高达 21.5 万亿美

金。眼下，美国的欠债不但没有减速，还一直在给油门。今年一季度

http://forex.fx168.com/usd/
http://forex.fx168.com/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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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行了 4880亿美元的债券，二季度发行 720亿美元，三季度 3530

亿美元，再加上四季度即将发售的 4250 亿美元，美国 2018 全年共计

发债 1.34 万亿美元，相比去年数额的两倍还要多，2017年这一数字

仅为 5460 亿美元。因此，政府的入不敷出，导致美元在未来面临不

小的压力，黄金仍有上涨空间。 

最后，对于下周，我们仍看好黄金的表现。一方面，美国经济增

速下滑的担忧会给黄金带来较大助力。在 2018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市场投资者都在美元和美股中找到了避风港。然而，临近年末，美元

走软，特别是美股的表现，初期看上去像是短期回调，但现在似乎已

深陷下跌趋势中。让我们看到了潜伏中的经济风险已经开始暴露，黄

金则揭竿而起，散发出了避险魅力。另外，央行继续买入黄金是另一

利好支撑。过去一年，各国央行以近三年来最快的速度购买黄金。世

界黄金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各国央行去年总共购买了 341.3吨黄

金。不仅俄罗斯、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在 2018 年黄金储备持续

增加，甚至波兰央行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将其黄金储备从 13.7 吨提

高至 116.7 吨。匈牙利央行将黄金储备增加了 10倍，达到 31.5 吨。

今年前 8 个月，蒙古央行购买了 12.2 吨黄金。这都反映出了各国央

行对美元的不信任，意图去美元化，减少外汇储备中的美元以求自保。

随着经济日益衰落，黄金存在较大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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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黄金 

 

从日线图表来看，黄金呈现多头排列，中短期均线纷纷上行，金

价顺延 10日均线强势走高，下一目标是 0.618黄金分割位 1287附近。 

 

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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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线图表来看，白银自从突破震荡上轨 15 美元阻力后，上行

空间被打开，开始出现补涨走势，下一目标是 0.5 黄金分割位 15.5

美元附近。 

 

 

 

行情研判： 

本周黄金再接再厉，在诸多利好因素配合下，金价勇创新高，市

场做多热情高涨。至于下周，目前市场看涨因子仍未消散，黄金大概

率继续走高，稍有回落将是低吸机会。 

 

 

 

 

策略建议： 

黄金白银下周以逢低接多为主。 

黄金：下方支撑 1265（281）；上方阻力 1290（286） 

白银：下方支撑 15（3590）；上方阻力 15.5（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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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 

周一 12 月 31 日 23:30  美国 12 月达拉斯联储制造业指数★★

★ 

周二 1 月 1 日 08:00  韩国 12 月出口年率★★ 

周三 1 月 2 日 22:45  美国 12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 

周四 1 月 3 日 21:30  美国上周季调后初请失业金人数★★★★ 

周五 1 月 4 日 21:30  美国 12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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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