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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美元

欧元/美元上周五连续两日

守住1.12心理支撑位，周一开盘小

幅拉升，目前汇价整理于1.1240上

方。 欧元/美元日线图自1.1423后

开启下跌趋势，6月23日的高点未

能突破前高，更坚定了看空欧元/

美元的观点， 指标上看布林带中

轨压制汇价，MACD双线走于零

轴下方，操作上建议1.1250附近做

空，目标1.1180，止损1.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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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美元

从技术面看， 英镑/美元继

续下探，日线前低在1.21，做空

的性价比非常高，指标上MACD

双线死叉向下，布林带也没有向

上迹象， 操作上建议1.2380做

空，目标1.21，止损1.24。

美元/加元

美元/加元自1.3700下跌，

连续四日未现上涨。 从技术上

看，日线图美元/加元自5月26日

下破三角形支撑后， 已经有近

200点跌幅，未来有跌至1.32，甚

至1.30的可能，操作上建议采用

分批入场， 逢高做空，1.37附近

可以建两成仓位， 目标1.32，止

损1.3790。

张颢

全球疫情再恶化

亚洲美元债涨势受阻

新冠肺炎感染病例近日持续激增，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1000 万例，

这令投资者感到十分不安， 也令亚洲

美元债自 2012 年以来持续最久的一波

涨势面临挑战。

4 月底以来，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

解封和美元流动性压力缓解， 投资者

信心获提振， 截至上周五亚洲美元债

的收益率溢价连续第九周收窄。 但投

资者担心因疫情感染率再次飙升， 美

国一些州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重启措

施可能放缓， 今日亚洲美元债的市场

人气再次承压。

周一， 亚洲投资级美元债的利差

扩大了 3-7 个基点。

此外， 由于在疫情封锁之际能源

需求暴跌， “页岩气先锋” 切萨皮克

能源已申请破产保护———这也提醒了

人们疫情带来的风险。

美国页岩气巨头申请破产

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封锁， 导致

能源需求大幅下降， 能源巨头纷纷呼

救表示撑不下去了。 最近“页岩气先

锋” ———切萨皮克申请破产。 上周五，

该公司股价仅剩约 11 美元， 相比年初

的 180 美元， 这整整超 93%的跌势真

的是惨不忍睹。

油市不济之下， 美元作为经济担

忧的避险品种， 在疫情二次爆发危机

来临之际， 再度受到市场青睐。 此外，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连续第二周萎缩以

及美国挑起的美欧贸易摩擦， 也支撑

了美元。 美指从周内低点 96.39 再度

回升至 97.4 附近。

美国收紧制裁

委内瑞拉原油出口面临困境

路透社综合参考航运数据、 行业

消 息 和 委 内 瑞 拉 国 家 石 油 公 司

（PDVSA） 的文件后预计， 闲置在非

洲海岸和东南亚沿海的油轮至少有 16

艘， 因为几乎没有潜在买家会冒着受

美国制裁的风险与委内瑞拉打交道。

委内瑞拉的原油之所以无人问津，

主要是因为过去几个月美国政府加大

了对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和出口贸易的

施压， 试图切断其收入来源。

据报道， 目前不少载有委内瑞拉

原油的油轮漂在海上， 这些油轮总计

至少装载了 1810 万桶石油， 以委内瑞

拉目前的产油速度看， 这相当于该国

两个月的产油量。 因为找不到石油买

家， 有些油轮甚至在海面上漂泊了 6

个月。 许多委内瑞拉原油的潜在客户

和老客户， 都因为害怕招致美国的二

次制裁， 而不敢冒险参与委内瑞拉的

石油贸易。

外媒统计的数据显示， 委内瑞拉

6 月上旬石油出口量下降近 28%， 跌

至近 70 年最低水平附近。 而委内瑞拉

目前的石油日出口量为 32.5 万桶， 低

于 5 月时的 45.2 万桶/日

（当时已是

17

年来低点）

。

欧洲将推出数字税， 美元恐承压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认为， 欧洲

国家实施数字税将打压美元， 因为美

国向其他国家出口技术和知识产权的

收入将被征税。 这意味着， 美国科技

巨头在外国赚取巨额收益的能力将被

削弱， 进而使得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增

加， 从而打压美元。 加拿大帝国商业

银行指出， 欧洲一些国家已经提出数

字税， 这可能使得美元在未来几个月

里面表现疲弱。 但是需要警惕， 当前

疫情对行情的影响并未消退。 随着美

国疫情卷土重来， 避险情绪或许会再

度爆发， 美元指数短期可能获得支撑。

黄金在端午假期间走出了一个V型反转，

最低跌至1747美元，随后马上反弹，最高升至

1775美元，现在1770美元一线附近。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1000万例，而美国疫情也出现二次爆发，由此

引发的避险情绪对金价提供强劲支撑。本周投

资者将继续关注疫情发展，同时将关注三大关

键因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听证会、美联储

6月会议纪要以及美国6月非农就业报告，预计

它们会对本周市场走势产生显著影响。本次对

于二次疫情爆发的担忧使美股在周五下跌了

一把，黄金一开始也随着美股下跌，但很快就

反弹，迅速回到原来的位置，原因在于现在市

场上美元的流动性经过美联储的不断放水后

已经比三月份的时候要好上很多。 可以看出，

黄金在高位的回调非常迅猛， 但出人意料的

是，回升的速度也很快，波动显著增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听证会、 美联储6月会

议纪要以及美国6月非农就业报告三大事件

中，可能非农会短暂对黄金有利空作用。 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周五(7月3日)为美国独立日前

一日，美市提前迎来休市，由此6月非农报告将

提前一日公布。 美国6月非农就业报告定于北

京时间周四20:30出炉。 市场当前预计6月非农

将在5月新增250万的基础上，再增300万，预计

失业率小幅回落至12.5%， 平均时薪环比下滑

0.5%。无论这个多少百万的非农人数创下多少

年的纪录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是之前封锁经济

就业跌得太狠然后重启经济后的结果。只要美

国疫情没有实质性的缓解，假如非农短暂令黄

金下跌则可以逢低做多。

技术图上， 黄金上方阻力是前高1779.35

美元，下方支撑为1745美元，如果跌破1745美

元可能意味着金价再度陷入整理走势中，而如

果可以上破前高1779.35美元，到达1800美元基

本没有悬念。

陈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