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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息会议将至 贵金属有望承压
策略观点
北京时间本周四，美联储议息会议即将召开，市场对美联储缩债抱有广
泛预期，美元有望受此带动更上一层，进而对贵金属价格形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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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上周贵金属整体延续震荡走势，收盘价均有不同程度走弱。黄金周内持
续在 5 日均线附近震荡，周后期跌破均线。白银走势相对黄金略微偏弱，周
初便下破均线。
图表 1：上周贵金属内外盘收盘情况

期货从业资格号
F3055660
投资咨询资格号
Z0014442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二、基本面
1. 10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 49.2%，低于上月 0.4 个百分点，继续低于临界点；非制造
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2.4%和 50.8%，低于上月 0.8
和 0.9 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点，继续保持扩张态势。
2. 美国 9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 3.6%，预期 3.7%，前值 3.6%，
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幅与 199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致；储蓄率从 9.2%
减至 7.5%，下滑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美国 10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较 9
月下滑，现况指数创去年疫情初期来的最低，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
持续攀升，达到 4.8%，创下 2008 年来的最高水平。
3.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三季度 GDP 环比增长 2.2%，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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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高；同比增长 3.7%，略超预期 3.5%，较二季度增幅明显回落。欧盟统
计局周五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 19 个成员国的 10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
4.1%，超市场预期的上升 3.7%，前值为 3.4%。
4. 北京时间 10 月 28 日周四晚间，欧洲央行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的决
议，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符合预期。欧央行同时宣布维持紧急抗疫购债
计划（PEPP）规模在 1.85 万亿欧元不变，资产购买计划（APP）的购债速度
维持在每月 200 亿欧元不变。
5.据白宫新闻简报，美国总统拜登在听取各方意见，并与民主党内两位
持有异见的参议员真诚谈判之后，于 10 月 28 日周四正式宣布了《重建更好
的法案框架》，用来指导具体立法文本的起草。框架规模 1.75 万亿美元，较
今年 8 月民主党人提出的 3.5 万亿美元计划大幅砍半。
6.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四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初值增长 2.0%，低于彭博经济学家预期中值 2.6%，前值为 6.7%。
7.美国 8 月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 -0.4%，好于预期值 -1.1%，前值被大
幅调低至 1.3%。
8.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组成 4 个联合督查组，分赴晋陕蒙煤
炭主产区和秦皇岛港等北方主要下水煤港口，开展煤炭现货市场价格专项督
查。
9. 10 月 27 日，加拿大央行宣布货币政策决议，维持基准利率在 0.25%
的有效下限不变，彻底结束 QE 量宽买债，并将加息预期提前至最早明年二
季度。
10.美国人口普查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9 月新屋销售年化 80 万
户，预期 75.9 万户，8 月为 74 万户；9 月新屋销售环比增 14%，创 2020 年
7 月来最大环比增幅，预期增 2.5%，8 月环比增 1.5%。不过 9 月新屋销售仍
同比下滑，幅度为 17.6%。美国 9 月新屋销售创下六个月新高，大幅好于预
期，不过仍同比下滑。数据表明，购房需求正趋于稳定，此前高房价和库存
不足使得最近几个月的新屋销售低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11.遭遇了供应危机、能源价格飙升和新冠复发三重打击后，10 月德国
商业景气指数连续第四个月恶化，10 月德国商业景气指数从 9 月份向上修
正的 98.9 降至 97.7，这是自 4 月以来的今年最低值，这给德国经济的复苏
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重要事件
1. 北京时间 10 月 28 日周四晚间，欧洲央行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的决
议，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符合预期。欧央行同时宣布维持紧急抗疫购债
计划（PEPP）规模在 1.85 万亿欧元不变，资产购买计划（APP）的购债速度
维持在每月 200 亿欧元不变。
四、美元指数
上周美元指数延续震荡走势，收盘小幅上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即
将开始缩减购债，警告复苏非常不均衡，供应链瓶颈及其推高的通胀可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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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到明年。尽管他称”现在不是加息的时候”以及”最大的可能是通胀明年
回落”，但也强调美联储保持灵活的重要性，将根据情况调整行动，警惕通
胀预期持续走高。美股和美债跌幅扩大，金银油涨幅收窄，基于市场的美国
通胀预期“退烧”。11 月初美联储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美元有望阶段性走
强。
图表 2：美元指数周图走势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五、库存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公布报告显示，10 月 29 日 COMEX 金库存 3323.66 万
盎司，较前一周减少 46717 盎司；COMEX 银库存为 3.53 亿盎司，较前一周
减少 406.98 万盎司，COMEX 银目前库存水平仍然偏高，对银价存在一定的
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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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COMEX 金库存

数据来源：CME、国元期货

图表 4：COMEX 银库存

数据来源：CME、国元期货

六、ETF 持仓
截止 10 月 29 日当周，SPDR 持仓量为 982.14 吨，环比上周增加 4.07 吨，
目前基金持仓处于回落进程当中。SLV 持仓量为 17005.76 吨，较前一周增加
5.75 吨，目前 SLV 持仓仍然偏高。
图表 5：SPDR 黄金持仓

数据来源：spdrgoldshares.com、国元期货

图表 6：SLV 白银持仓

数据来源：iShares Silver Trust、国元期货

七、CFTC 净持仓
截止 10 月 26 日，黄金非商业多头持仓为 313646 张，较上周增加 13764
张，非商业空头持仓为 99086 张，较上周减少 7447 张，基金净持仓为 21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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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截止 10 月 26 日的周度统计周期中，多头入场空头离场，多力量较为明
显；白银非商业多头持仓为 66677 张，较上周增加 105 张，非商业空头持仓
为 29145 张，较上周减少 7071 张，基金净持仓 37532 张，多头入场而空头
离场，多头力量较为明显。
图表 7：CFTC 黄金持仓量

数据来源：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国元期货

图表 8：CFTC 白银持仓量

数据来源：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国元期货

八、国内期货市场持仓
截止 10 月 29 日当周，沪金主力期货持仓量为 10.35 万手，较前一周减少
2.48 万手；沪银主力期货持仓量为 36.23 万手，较前一周减少 3.47 万手。
图表 9：沪金持仓量

数据来源：上期所、国元期货

图表 10：沪银持仓量

数据来源：上期所、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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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术分析
1.黄金
上周黄金震荡如我们预期走出了震荡走势，收盘小幅回落。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重申即将开始缩减购债，警告复苏非常不均衡，供应链瓶颈及其推高
的通胀可能持续到明年。尽管他称”现在不是加息的时候”以及”最大的可
能是通胀明年回落”，但也强调美联储保持灵活的重要性，将根据情况调整
行动，警惕通胀预期持续走高。美股和美债跌幅扩大，金银油涨幅收窄，基
于市场的美国通胀预期“退烧”。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美联储 11 月议息
会议即将召开，美元有望阶段性走强，黄金因此有承压可能。
图表 11：COMEX 金周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图表 12：沪金 2112 周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2.白银
上周白银走势与黄金基本一致，收盘跌幅大于黄金。自 3 月末 COMEX 白银
跌破上涨趋势线以来，并未能有再度突破。当前美元走强对贵金属价格影响明
显，白银也将同步进入短期震荡回落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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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COMEX 银周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图表 14：沪银 2112 周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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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
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
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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