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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元重新走高，贵金属走势分化。超预期的通胀数据使得市场对美
联储加息给予更高的定价，提振了美元，黄金价格承压，白银价格受供需影
响逆势上涨。
一、周度行情回顾
上周贵金属价格走势分化，黄金下跌，白银上涨。黄金周内低于 5 日均
线，资金进场，收盘下跌。白银走势相对黄金较强，资金离场，收盘上涨。
图表 1：上周贵金属内外盘收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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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
1、中国公布 8 月经济数据，投资、消费指标总体改善，房地产周期类
消费待恢复。
2、中国“新对冲工具”中证 500ETF 期权、创业板 ETF 期权 9 月 19 日
上市交易。
3、美国 8 月零售销售环比升 0.3%，高于预期，7 月环比下修至-0.4%。
4、欧美通胀仍强劲：美国 8 月 PPI 同比增速较 7 月回落至 8.7%，核心
PPI 仍高于预期；英国 8 月 CPI 同比增 9.9%，略低于逾 10%的四十年高位。
5、工会拒绝初步协议，美国三十年来首次全国铁路罢工迫在眉睫。
6、美国 8 月 CPI 同比 8.3%高于预期，核心 CPI 意外加速；“新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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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社”称数据为下周至少加息 75 基点奠定基础，未来几个月继续大幅加息
的前景升温；市场对美联储下周加息 100 基点预期概率逼近 50%。
7、欧盟能源计划曝光，拟对低成本电价设定 180 欧元上限，整体用电
量减少 10%；德国拟为能源企业提供 670 亿欧元贷款担保，争取今年内实
行电价上限。
三、重要事件
1、9 月 13 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8 月 CPI 同比上涨
8.3%，高于市场预期的 8.1%，前值 8.5%；8 月 CPI 环比上涨 0.1%，高于市
场预期的-0.1%，增速较前值的 0%小幅回升。在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
价格后，8 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6.3%，高于市场预期的 6.1%，高于前值的
5.9%；8 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6%，高于市场预期以及前值的 0.3%。数据
公布后，芝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美联储 9 月加息 75 个基点的概率升
至 90%，加息 50 基点的概率降至 10%。
四、美元指数
上周美元指数重新延续之前的上涨，结束了短暂的回调。出现这一变化
的主要原因在于上周二美国超预期的 CPI 数据，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
的新一轮预期升温，给出了更高的定价。同时，在上周汽油价格大幅下跌的
背景下，超预期的通胀意味着食品、住房等关键领域的生活成本仍在继续走
高，距离美联储达到通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周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
FOMC 会议、日本央行以及英国央行公布政策利率等。
图表 2：美元指数周图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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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库存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公布报告显示，9 月 16 日 COMEX 金库存 2713.14
万盎司，较前一周减少 31.12 万盎司；COMEX 银库存为 3.20 亿盎司，较前
一周减少 420.63 万盎司，COMEX 银库存减少，对银价形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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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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 日当周，SPDR 持仓量为 960.85 吨，与前一周相比减少 5.79
吨，目前基金持仓处于近几年低位。SLV 持仓量为 14859.34 吨，与前一周相
比增加 299.48 吨，目前 SLV 持仓处于相对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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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3 日，黄金非商业多头持仓为 225932 张，较上周减少 5595
张，非商业空头持仓为 128588 张，较上周增加 918 张，基金净持仓为 97344
张。截止 9 月 13 日的周度统计周期中，多头离场，空头进场，多头力量较
为明显；白银非商业多头持仓为 53373，较上周增加 1659 张，非商业空头
持仓为 58013 张，较上周减少 6485 张，基金净持仓-4640 张，多头进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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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离场，空头力量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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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 日当周，沪金主力期货持仓量为 15.32 万手，较前一周增加
9213 手；沪银主力期货持仓量为 47.66 万手，较前一周减少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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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技术分析
1.黄金
上周，黄金市场资金进场，金价下跌。美国超预期的 CPI 数据支撑美
元，导致贵金属价格承压。美债利率不断走高，降低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
吸引力。本周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 FOMC 会议、日本央行以及英国央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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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政策利率等。
图表 11：COMEX 金周图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国元期货

图表 12：沪金主连周图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国元期货

2.白银
上周白银资金进场，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相比黄金价格，白银价格
跌幅较大，目前已接近 2020 年以来价格最低位，同时白银本身存在供不
应求的情况，对白银价格形成支撑，短期覆盖了美联储加息对于贵金属的
压力。未来白银的走势主要与美联储的加息路径、美国经济数据以及白银
供需状况的变化有关。
图表 13：COMEX 银周线图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国元期货

图表 14：沪银主连周图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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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