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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产一周价格回顾 摘要:上周现货黄金开盘报 1292.43 美元/盎司，收盘报 1324.65 美元

/盎司，上涨 33.41 美元，涨幅 2.59%，最高触及 1328.82 美元/盎司，

最低下探 1291.30 美元/盎司。现货白银开盘报 17.05 元/盎司，最高

触及 17.75 美元/盎司，最低下探 17.00 美元/盎司，收盘报 17.70 美

元/盎司,上涨 0.66 美元，涨幅 3.90%。国内市场上交所黄金 T+D 最高

281.99 元/克，最低 274.63 元/克，收于 279.62 元/克，涨幅 0.98%；

白银 T+D 最高 3974 元/千克，最低 3831 元/千克，涨幅 1.13%，收于

3928 元/千克。

基本面分析

 美国：

 美国 8 月非农就业新增 15.6 万，大幅低于预期，6

月和 7 月数据大幅下修；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增长

0.1%，不及预期和前值；失业率回升至 4.4%，劳动

力参与率持平于 62.9%。非农数据后，黄金跳涨近 10

美元，美债收益率下行 3个基点，美元急挫。。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周五表示：“我与总统

关系很好，我们一起共事，这周花了很多时间一起讨

论税改。”外界仍怀疑他与特朗普关系恶化，科恩作

为美联储主席的“头号竞争者”地位或不保。

 美国 8月 ISM 制造业指数 58.8，高于预期 56.5，创

主要资产 收盘价 涨跌 涨幅

现货黄金 1324.65 33.41 2.59%

现货白银 17.70 0.66 3.90%

美元指数 92.839 0.29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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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地区近期热点

 中国：中国外交部 3 日发表声明，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

表示坚决反对并予强烈谴责。新浪援引韩联社报道称：韩国、

美国计划“很快”对朝鲜核试验进行军事回应，美国与韩国国

防部长已同意考虑针对朝鲜的“所有军事回应选项”。中国地

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 3日 11 时 30 分在朝鲜发生 6.3 级地震，

震源深度 0千米。

 欧洲：8月欧元区制造业 PMI 创下 2011 年 4 月以来最高水平，

内需和外需双双走强。外围国家意大利和希腊表现抢眼，PMI

分别创下 6年半和 9年以来新高。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欧洲

央行可能要到 12 月才能完全准备好对明年购债计划的最终决

定，或在 9月 7 日的政策会议上不会仓促作决定。报道发布后，

欧元/美元一度急跌逾 50 点。

2011 年 4 月以来新高。8月就业指标亦显示就业创 5

年最大月度增幅。消费开支与商业投资坚实增长令制

造业持续增长，预计将对三季度经济增长产生良好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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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分析

黄金方面：国际现货黄金上周以实体较长的大阳线收盘，显示在 8月非

农整体利多情况下，外加市场因朝鲜核危机等风险事件引起的强烈避险

需求，黄金取得强劲涨幅。周线黄金 KDJ 上行进入超买区间，MACD 红

柱继续放量，K线继续上破到布林带上轨之上，周线级别技术上整体偏

强但多头暂显疲态。日线 KDJ 同样连续超买区间，MACD 红柱缩量后继

续放量，K线上破到布林带上轨之上，日线级别整体继续偏多，但多头

风险也同样上升。美元指数周线 KDJ 和 MACD 有由空转多趋向。目前，

根据 FedWatch Tool 显示市场预期下次利率决议即 17 年 9 月利率决议

加息的概率维持于低位 1.4%，但 9月或开始缩表，偏利空预期。周末

公布的 CFTC 数据显示投机者持有的美元投机性净空头增加 1618 手合

约，至 3054 手合约，表明投资者看空美元的意愿升温；持有的黄金投

机性净多头增加 22609 手合约，至 231047 手合约，表明投资者看多黄

金的意愿升温。本周国际现货黄金主要压力位可参考前高 1350 一线，

上破可看向去年最高，下方重要支撑位需关注前低 1290 一线。上海黄

金交易所黄金延期交收合约本周高开后大概率下行调整巩固，操作上短

线投资者建议逢高做空为主，中长线投资者依然建议逢低布多。结合国

际金价周内参考压力位 285，支撑位 272.5，建议严格止损止盈，关注

多场联储委员讲话，做好仓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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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方面：上周国际现货白银以实体较长的大阳线收盘，显示白银和黄

金同样因非农和避险需求取得较大涨幅，且相比黄金涨幅更大。周线上，

白银 KDJ 已经超买，MACD 红柱快速放量，5周均线上破 40 周均线，周

线级别整体偏多，但多头风险也同样增加。日线上，白银 KDJ 同样超买，

MACD 红柱第三次放量，K线沿着布林带上轨上行，日线整体弱势偏多。

周末公布的CFTC数据显示投机者持有的白银投机性净多头增加9099手

合约，至 53645 合约，表明投资者看多白银的意愿升温；持有的原油投

机性净多头减少 79583 手合约，至 365865 手合约，表明投资者看多原

油的意愿降温。本周国际现货白银主要压力位可参考前高 18 一线，下

方参考布林带中轨 17 一线附近。上海黄金交易所白银延期交收合约本

周大概率和黄金同样回撤整固，操作上短线投资者建议逢高做空为主，

中长线投资者依然建议逢低布多。周内参考压力位 4030，支撑位 3800，

建议设好止损止盈，关注多场联储委员讲话，严格控制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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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申明

“金谏”作为狮王黄金汇集我国黄金行业十多位知名专家推出服务项目，旨在为广大个人和机构参与黄金投资者提

供数据预测，黄金日内和中长线买卖，风险控制预警提示服务，服务方式有手机买卖短信，在线 VIP 即时咨询服务，

月度黄金研究报告，专家语音论坛讲座，咨询电话 021-31012434.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本报告中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

保证该信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作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

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投资品种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作出

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版权归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获得上海狮王黄金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转载.

上海狮王黄金研究中心

网址：www.swgold.cn

电话：021-31588409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沪南路 2419 号复地万科活力城 B 幢 15 层

http://www.swgol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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