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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争端缓和，市场波动加剧 

 

报告要点： 

美国 10 月份美国 ADP 就业数据强劲；中美贸易逆

差扩大至 402.4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 10 月官方

制造业 PMI 录得 50.2，环比回落；中美领导人通电话

的消息给金融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人民币汇率和美

股双双大涨，风险资产普遍出现反弹；从黄金主要驱动

指标来看中性偏多，贵金属波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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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上周美黄金周线下挫后反弹，收长下影线近似星线，下跌 0.8 点，跌幅

0.06%，以 1234.6 收盘；国内黄金 1812 合约上周周线冲高回落收上影线小阴

线，下跌 2.90 点，跌幅 1.04%，收于 275.40。 

美白银上周周线收上下影线近似星线，波动较为剧烈，周线上涨 4.0 点，涨

幅 0.27%，收 1474.5；国内白银 1812 合约下挫后反弹,上周收上下影线小阳线

波动剧烈下跌 23 点，跌幅 0.64%，以 3561 收盘，震荡回落。 

图表 1：上周贵金属内外盘收盘情况 

内外盘收盘情况 

品种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国际现货黄金（美元/盎司） 1232.53 -0.55 -0.04% 

COMEX（美元/盎司） 1234.6 -0.8 -0.06% 

黄金 T+D（元/克） 274.49 -2.79 -1.01% 

黄金期货（元/克） 275.40 -2.90 -1.04% 

国际现货白银（美元/盎司） 14.73 0.06 0.40% 

白银期货（元/千克） 3561 -23 -0.64%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二、基本面 

1. 美国 10 月份美国 ADP 就业数据强劲，就业岗位增加 22.7 万个，超出

预期的 18 万个，数据公布后金价进一步下跌； 

2. 美国至 10 月 27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21.4 万人，略低于前值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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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但高于预期 21.3 万人。但美国 10 月挑战者企业裁员人数为 7.5644 万人，

高于前值和预期 5.5285 万人； 

3. 美国 9 月工厂订单月率为 0.7%，高于预期 0.5%；9 月份美国制造新订

单增幅超出预期，但新工厂订单下降至一年半以来低点。此外，9 月份主要金属、

机械、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订单有所增加，而电子设备、电器和零部件的订单

有所下降； 

4. 美国 10 月 ISM 制造业指数为 57.7，继 9 月之后再度低于市场预期值

59，录得今年以来第二低水平，仅次于 4 月的年内最低值 57.3，创下了半年来

新低； 

5. 美国 9 月贸易帐为-540 亿美元，不及前值-532 亿美元和预期-536 亿美

元，中美贸易逆差扩大至 402.4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8 月份为 385.7 亿美元； 

6.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 年中国 10 月官方制造业 PMI 录得 50.2，环比

回落 0.6 个百分点，连续 27 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降至逾两年最低。预期为

50.6，前值 50.8。数据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延续扩张态势，但增速有所

放缓。10 月份，受“十一”长假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供需出

现一些波动， 但仍位于扩张区间，制造业总体继续保持增长，增速放缓。服务

业延续增长势头，建筑业景气度高位提升。 

三、重要事件 

中美领导人通话市场“涨声”一片！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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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表示重视同习近平主席的良好关系，愿通过习近平主席向中国人民

致以良好的祝愿。两国元首经常直接沟通非常重要，我们要保持经常联系。我

期待着同习主席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再次会晤，我们可以就一

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为我们的会晤做好充分准备。

美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愿继续扩大对华出口。两国经济团队有必要加强沟通

磋商。我支持美国企业积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再次同总统先生通电话。中方已就中美关系多次阐明

原则立场。希望双方按照我同总统先生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我也重视同总统先生的良好关系，愿同总统先生在出席阿根廷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就中美关系及其他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我

们两人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扩大中美经贸合作都有良好的愿望，我们要

努力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双方

在经贸领域出现一些分歧，两国相关产业和全球贸易都受到不利影响，这是中

方不愿看到的。中国即将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显示了中方增加进口、

扩大开放的积极意愿。很高兴众多美国企业踊跃参与。中美双方也有通过协调

合作解决经贸难题的成功先例。两国经济团队要加强接触，就双方关切问题开

展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这一消息无疑给金融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上周四人民币汇率和美股双

双大涨，风险资产普遍出现反弹！ 

图表 2：黄金与 A 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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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四、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周线收近似星线 

图表 3：美元指数周图走势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中美领导人通电话，中美贸易争端有积极进展，人民币大涨，美元出现下

跌。从技术上看，美元指数 2 月 16 日创出 88.251 低点后，下跌第 5 浪（5-5）

结构已经走完，按预期反弹，目前认为对下跌反弹的 A 浪结构结束（下破 95），

目前市场对整体 A 浪反弹进行调整，目前认为是 3 浪调整结构，预期幅度有限

（60 日均线支撑），目前运行在小 b 浪反弹的过程中，如 96 有效下破则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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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库存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公布报告显示，11 月 2 日 COMEX 黄金库存

8066489.71 盎司，较上周减少 20378.51 盎司，驱动中性偏多；COMEX 白银

库存 2.905 亿盎司，较上周增加 24 万盎司，驱动偏空。                   

图表 4：COMEX 黄金库存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5：COMEX 白银库存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六、ETF 基金持仓 

截止 11 月 2 日，黄金 ETF-SPDRGoldTrust 的持仓量为 759.06 吨，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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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相比增加 9.4 吨，驱动偏多；SLV 白银 ETF 持仓至 1.018 万吨，与上周减少

95 吨，驱动偏空。 

图表 6：黄金基金持仓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7：白银基金持仓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七、CFTC 净持仓 

上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上周非商业多头持仓减少，非商业

空头持仓减少，黄金非商业性净持仓减少 16194 手至 13194 手，驱动偏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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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非商业性多头增加，非商业性空头增加，净持仓减少 3291 手至-8470 手。 

图表 8：黄金 CFTC 净持仓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9：白银 CFTC 净持仓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八、国内期货市场持仓 

截止 11 月 2 日，国内黄金期货市场持仓为 170376 手，较上周大肆减少

85136 手，期价冲高回落，多空分歧程度进一步降低；国内白银期货市场持仓

为 379106 手，较上周大幅减少 47956 手，显示资金有继续撤离迹象。 

图表 10：国内黄金持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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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图表 11：国内白银持仓量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九、基本面小结 

美国 10 月份美国 ADP 就业数据强劲；中美贸易逆差扩大至 402.4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这一消息给

金融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上周四人民币汇率和美股双双大涨，风险资产普

遍出现反弹！中国 10 月官方制造业 PMI 录得 50.2，环比回落，制造业供需出

现一些波动， 但仍位于扩张区间，制造业总体继续保持增长，增速放缓。服务

业延续增长势头，建筑业景气度高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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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金主要驱动指标来看，11 月 2 日 COMEX 黄金库存 8066489.71 盎司，

较上周减少 20378.51 盎司，驱动中性偏多；黄金 ETF-SPDRGoldTrust 的持仓

量为 759.06 吨，与上周相比增加 9.4 吨，驱动偏多；上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

员会（CFTC）上周非商业多头持仓减少，非商业空头持仓减少，黄金非商业性

净持仓减少 16194 手至 13194 手，驱动偏空。国内贵金属继续出现大规模平仓

显示资金有继续大批量撤离迹象。 

综上，美国 10 月份美国 ADP 就业数据强劲；中美贸易逆差扩大至 402.4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 10 月官方制造业 PMI 录得 50.2，环比回落；中美

领导人通电话的消息给金融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人民币汇率和美股双双大

涨，风险资产普遍出现反弹；从黄金主要驱动指标来看中性偏多，贵金属调整

后仍有反弹预期。 

十、技术分析 

1、黄金 

图表 12：美黄金周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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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黄金周线下挫后反弹，周线收星显示多空势均力敌，短期黄金分割形成

市场压力，不上谨慎调整，1200 整数关口支撑。  

图表 13：Au1812 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国内黄金 1812 合约上周冲高回落，前期成交密集区 280 一线形成市场压

力，并下破支撑 275 一线，操作上上破 270 多单全部离场后等待调整 270 一线

继续尝试多单为主，下破则止损离场。  

2、白银 

图表 14：美白银周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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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白银周图看，上周继续收星显示多空势均力敌，震荡横盘，短期 1500

整数关口及均线承压，关注能否上破。 

 

图表 15：Ag1812 周图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博易大师 

国内白银 1812 合约上周下挫后反弹，收下影线小阴线，整体均线系统承压，

压力 3600 一线。结构上看仍是大 3 浪调整结构，（预期将是复合型的调整，且

最后一浪有延长）下一支撑预期将在 3300 一线；如果盘面走势较强，则调整也

可以直接参与反弹，支撑 3450，下破需严格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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