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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发出鹰派最强音，经济

前景预期一片惨淡，无奈市场不为

所动，似已失去方向。

06.20
06.24



~ 2 ~

本周行情回顾：06月 20日——06月 24日

本周鲍威尔发出鹰派最强音，通胀不降加息不停；多路大咖轮番上场唱衰经

济。原油重挫，美股自低位持续反弹，美元、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黄金震荡偏

下,但未能脱离近期波动区间。

周一拜登称经济衰退是可避免的，由于美国六月节假期，市场表现清淡，美

元窄幅波动，黄金冲高无果，表现震荡。周二欧美央行鹰气勃勃；多位大咖警告

经济衰退风险；俄乌仍在激战。风险偏好意外回归，大幅下跌的美股连续第二天

反弹，美元，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黄金小幅下滑。周三鲍威尔承认美国经济有

衰退的可能，拜登宣布支持暂停征收汽油税。全球主要股市集体下跌，原油暴跌

7%，美元小幅回落，美债收益率略有下调，但维持高位，黄金先抑后扬。周四鲍

威尔称通胀不降，政策不变；乌克兰成为欧盟候选国。美股反弹，美元小幅回升，

黄金再次冲高回落，维持震荡。

截止当前，国际黄金报价 1827 美元，下跌 11.40 美元，国内黄金 TD 下跌

4.25 元，最新报价 393.55；国际白银报价 20.96，下跌 0.7 美金，白银 TD 下跌

236 元，最新报价 4512。

基本面分析

经济数据方面，本周经济数据极为稀少，周四公布的美国至 6月 18 日当周

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22.9 万人，略高于预期的 22.7 万人，但低于前值的 23.1

万人。同日公布的美国第一季度经常帐录得-2914 亿美元，为纪录最大逆差，并

大于预期的 2735 亿美元和前值的 2248 亿美元。美国 6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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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录得 52.4，低于预期的 56 和前值的 57，并刷新 23 个月低位。美国 6月 Markit

服务业PMI初值录得51.6，刷新5个月低位，同时低于预期的53.5和前值的53.4。

连续两周的数据显示，经济虽保持温和增长，但增速均低于预期，加剧市场对经

济前景的悲观预期。

多位大咖轮番警示经济衰退的风险，周二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卡塔尔经济论

坛上表示，特斯拉将把全职员工裁员 10%，同时声称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很可能

短期就会来到。“末日博士”鲁比尼认为，“到今年年底，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

高盛经济学家们下调了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并警告称，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则声称美国面临着长期停滞和滞胀的风险，需要 5年的失业率

都超过 5%才有可能抑制 CPI。鲍威尔也终于承认美国经济有衰退的可能。

由于美国通胀持续刷新高点，美联储一众官员均发表了积极的鹰派讲话，不

断提升美联储的鹰派程度预期，其中以主席鲍威尔为最。在周三的参议院半年度

听证会上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致力让通胀率回到 2%，甚至不惜 100 个基点的

加息。更扬言将无条件控通胀，通胀不降，政策不变。以至于其他票委 75 基点

的加息言论都成了陪衬。

俄乌冲突方面，北顿涅茨克仍在激战，随着欧盟对俄罗斯制裁不断升级，立

陶宛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地缘政治风险有恶化迹象。

在一系列坏消息面前，大幅下跌后的美股仍连续反弹，显示投资者信心仍在，

逢低买入好企业，并回避过于昂贵的美元，但大幅升值后的美元并没有出现大的

调整，而是维持在高位，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保持在 3.0%上方，激进的加

息预期依然给美元带来支撑。黄金则略显尴尬，数次冲高无果，最终创 5日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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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避险需求客观存在，但 3%以上的美债收益率仍让投资者对买入黄金犹疑不

决，买入黄金还是美元？也许还没找到答案。近期美联储逆回购工具使用规模不

断刷新历史高点，最高为周四的 2.285 万亿美元，显示投资者更多的选择观望。

在美联储鹰派程度没有降低之前，维持高位的美债收益率将给黄金带来持续打

压，除非地缘政治风险骤然升级或者经济显现衰退迹象。

技术分析

。黄金

黄金 TD 日线图

黄金本周反复冲高回落，并在周五创 5日新低，呈现震荡偏下走势，但仍维

持在近期的小区间当中，同时临近大区间底部区域。周线、日线保持下跌结构，

短线下行压力加大，破位将考验 1785（390-388）一线。宽幅震荡入场位子不好

把握，保守继续观望，激进的可尝试逢高短空，日线结构转向止损出局。

黄金压力：1840-50（405），支撑：1805，1785（393，3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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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

白银 TD 日线图

白银 TD 击穿整理区间底部，并刷新 2020 年 8 月以来低点，跌势明显，下方

关注密集成交区 4300-4200 一线支撑。操作上可逢高坚决做空，同时警惕假突破，

严格止损。

白银压力：22.00（4650，4750），支撑：20.40，20.00（4385，4200）。

下周关注：

周一 06 月 27 日 20:30 美国 5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22:00 美国 5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周二 06 月 28 日 21:00 美国 4月 FHFA 房价指数月率

22:00 美国 6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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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美国 6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北约峰会举行，为期两日，预计讨论将集中在乌克兰问题上。

周三 06 月 29 日 18:30 2022 年 FOMC 票委、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参加一个

有关通胀预期的小组讨论。

20:3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英国央行行

长贝利以及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卡斯腾斯在欧洲央行论坛上发

表讲话。

20:30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终值

20:30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季率终值

20:30 美国第一季度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化季率终值

23:30 2022 年 FOMC 票委、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发表讲

话。

北约峰会举行，为期两日，预计讨论将集中在乌克兰问题上。

周四 06 月 30 日 01:05 2022 年 FOMC 票委、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发表讲话。

09:30 中国 6月官方制造业 PMI

20:30 美国至 6月 25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0:30 美国 5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

20:30 美国 5月个人支出月率

20:30 美国 5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月率

21:30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发表讲话，随后参与讨论。

21:45 美国 6月芝加哥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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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07 月 01 日 09:45 中国 6月财新制造业 PMI

21:45 美国 6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

22:00 美国 6月 ISM 制造业 PMI

22:00 美国 5月营建支出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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