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日交易行情概况
【 白银T+D 】

单位：元/克、元/千克

开盘价 3495.00

收盘价 3473.00

最高价 3516.00
交易量 2039672 千克

最低价 3471.00

结算价 3492.00

【 黄金T+D 】
开盘价 236.80
最高价 238.14

收盘价 236.39
最低价 236.33

结算价 237.30

交易量 27682 千克
【 M黄金T+D 】
开盘价 236.85
最高价 238.09
交易量 6797.40 千克

收盘价 236.58
最低价 236.50

延期补偿费支付方向：Au(T+D)-- 多付空;

结算价 237.24

mAu(T+D)--多付空; Ag(T+D)--多付空。
（数据来源：上海黄金交易所）

国际现货金银走势概况：
周五(6 月 12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徘徊于 1183 美元/盎司附近，昨日收跌结束
三连阴，受美国强劲数据，也是多头缺乏进一步上攻信心的提醒。昨日美国零售等三大数据
纷纷强劲，不过短线黄金市场却反应为“上涨”
，上演典型的短线“利空出尽”行情。日内
市场还将聚焦美国 5 月 PPI 及 6 月消费者信心初值数据，周末前能否守稳 1180 仍是未知数。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2、行情趋势研判
金价自周三高点 1192.23 回落，日图 20 日均线提供阻力。短期料震荡于周三区间
1175.14-1192.23。1176 上方反弹倾向逢低买入。
白银亚洲时段出现较大幅度回落。日图试图下破中期上行通道下轨，随机指标严重超卖，
但继续指向下方。我们暂时观望。
（福汇：www.dailyfx.com.hk）

3、当日重要财经事件

世界各国假期：

财经数据：

2015-06-12

06:30

新西兰 5 月制造业表现指数

中

51.8

2015-06-12

12:30

日本 4 月第三产业活动指数月率

中

-1.0%

0.4%

侦查中

2015-06-12

16:30

英国 4 月建筑业生产年率

中

1.6%

0.5%

侦查中

2015-06-12

17:00

欧元区 4 月工业生产年率

中

1.8%

1.1%

侦查中

2015-06-12

22:00

美国 6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高

90.7

91.4

侦查中

51.5

（DailyFX）

4、机构论市
黄金对美国数据“反常”反应，1180 保卫战将再续
周五(6 月 12 日)亚市早盘，国际现货黄金徘徊于 1183 美元/盎司附近，昨日收跌结束
三连阴，受美国强劲数据，也是多头缺乏进一步上攻信心的提醒。昨日美国零售等三大数
据纷纷强劲，不过短线黄金市场却反应为“上涨”，上演典型的短线“利空出尽”行情。日
内市场还将聚焦美国 5 月 PPI 及 6 月消费者信心初值数据，周末前能否守稳 1180 仍是未知
数。
【美国三大数据强劲，黄金短线为何反而上涨？】
值得一提的是，昨日备受关注的美国零售/初请及进口物价指数纷纷强劲，但 20:30 这
三大数据公布后，黄金与美元短线行情均出现“不会常理”的走势——数据公布后，黄金
短线出现了反弹，自 1175 涨 10 美元至 1185 美元/盎司一线，美元指数自 95.61 跌逾 60 点
至 95.00 关口下方附近。
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金银对美国数据的反应是典型的短线“利空出尽”行情，美
元则是对应的“利好出尽”行情，因为，在美国数据公布前，市场对美国零售等数据预期
非常强劲，美元已提前上涨，黄金已提前下跌，并且市场似乎是按照最为乐观的情况进行
了短线押注，因而，在数据出炉后，金银及美元出现了这一“反常”走势。具体如下图 1
所示：

(图 1：解析美元指数、现货黄金对周四 20:30 美国三大数据的市场反应)
周四(6 月 11 日)首先出炉的美国 5 月零售销售月率增长 1.2%创去年 3 月以来新高，略
超预期中值的增长 1.1%，虽然不及乐观者所预期的增长 1.5%。在今年迄今为止的时间里，
美国的消费者一直表现“不给力”
，而周四的报告显示，5 月消费者们终于回来了，5 月零
售销售强劲反弹，或表明占经济产出 70%左右的美国消费支出重拾动能，进一步支撑经济持
续复苏。就业持续增长和燃料价格下跌开始积极影响美国国内消费，带来了今年美国经济
增长顺利走出年初低谷的希望。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汽车都是美国零售销售增长的最大
动力。
美国上周季调后初请失业金数据连续 14 周低于 30 万。美国 6 月 6 日当周季调后初请
失业金人数增加 0.2 万至 27.9 万人，预期 27.7 万，前值修正为 27.7 万。同时，美国 5 月
进口物价一年来首次反弹，美国 4 月商业库存数据也强劲反弹，单月增幅创下一年内最高
水平。一系列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以及通胀水平均有回升的迹象。
凯投宏观称，美国经济数据清晰确认，此前金价疲软仅是天气因素导致的暂时现象，
美联储可能在 9 月加息，甚至 7 月加息的可能性已上升。
技术面来看，现货黄金目前仍限于近期的震荡区间内，近日关注 1162-1204 交投区间。
支撑方面，本周收盘能否站稳 1180 仍是一个问号。上行方面，上方的 1194-1196 区间由 21
日、34 日及 50 日三大均线压制，站稳才能为冲击 1200 及 1204 带来上涨动能。

(图 2：现货黄金日图短线格局)
【今晚聚焦美国两大数据】
黄金震荡格局中，还将继续关注美国数据，今晚的两大重磅数据是——美国 5 月 PPI、
6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美国 6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预期改善至 92，前值 90.7。由于周四的 5 月
零售数据较强劲反弹带来了利好消息，而今晚公布的 6 月消费者信心数据表现也表现强劲，
将进一步推升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信心，并巩固市场对加息预期的热情。PPI 方面，此前
数据显示，美国 4 月 PPI 年率下降 1.3%创五年最大降幅，5 月份 PPI 年率预期反弹 0.4%，
若数据能如期反弹或超过预期，则将因利好通胀前景而利好加息预期。
【投行对黄金涨跌看法不一】
荷兰银行(ABN

Amro)称，黄金多头投资者无比失望，市场像无头苍蝇一样缺乏方向也

让投资者倍感挫折；大约一个月前，部分投资者还憧憬金价上涨，但 1230 一线却成为难以
逾越的障碍，从而看到上涨动能丧失殆尽；在美元和美国利率未来数周乃至数月走强的情
况下，金价恐怕会被打压至更低水平，简言之，金价存在跌破震荡区间下轨并破位下跌的
风险。
瑞士 MIG 银行周四报告称，黄金正在上涨并持续获得上升动能。金价最近保持
1175-1194 区间震荡，短线不可过度看空。阻力位于 1204(6 月 1 日高点)。金价短线初步支
撑 1170，关键支撑位于 1142(3 月 17 日低点)。
ISA Bullion 周四提供的日内报告显示，黄金周三(6 月 10 日)反弹走高，并一度击破
1190 水平。如此看来，黄金似乎正在向上酝酿突破，但认为黄金 1190 上方或遭遇较强阻力。
短线我们更倾向于待黄金回落后再来研判金价更加清晰的走势方向。
悉尼 Fat

Prophets 公司指出，黄金需求相当糟糕，实物黄金市场是在是乏善可陈，

看涨黄金市场的投机者早在数年前就已经遭受当头棒喝，恐怕目前还不至于心急火燎地重
返市场。汇丰银行认为，在中印等东方市场买进大举入市购金之前，金价可能需要跌至 1150
美元/盎司。
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市场布局，也已经导致黄金遭遇大幅减持。全球头号黄金 ETF——
SPDR 黄金信托的黄金持仓周三(6 月 10 日)减少 0.2%至 704.22 吨，创 2008 年 9 月份以来新
低——雷曼兄弟破产恰恰也就是在当年 9 月份，相比 2012 年 12 月份的峰值水平已经锐减
4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即将在下周二至下周三(6 月 16-17 日)举行新一轮货
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在下周三(6 月 17 日)发布决议声明、最新经济预估报告，美联储主席
耶伦(Janet Yellen)则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市场目前普遍预计，美联储虽说 6 月份加
息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但 7 月份或者 9 月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则相对上升。
美国铸币局(MINT)的鹰形金币 5 月份销量创最近八年来同期最差，珀斯铸币厂
(Perth Mint)的销量也落得 2012 年以来最低。全球股市在 2015 年涨声一片，其中美国股
市屡次刷新纪录高位，中国股市在最近 12 个月里上涨逾 100%。
外媒周四(6 月 11 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黄金交易员和分析师们在美元起伏之际对
金价前景看法明显分歧，8 人看涨，7 人看跌，6 人看法中性。芝加哥 Alliance 金融公司称，
投资者往往担心利率上涨会助涨美元，即便情况并非如此，那也会通过打压通胀率来削弱
黄金的上涨动能。
IG

Markets 认为，虽然美元走强使得金价难以守住近期涨幅，但仍相信金价将涨破

1200 美元/盎司关口，仍有理由预计金价会重新上涨，日线随机指标仍看涨，因此，一旦小
时线转而上涨，并通过走出金叉来释出看涨信号，相信黄金价格就能够反弹。金价仍初步
看涨至 1190 和 1200 美元/盎司。
（汇通网:http://www.fx67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