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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趋势
全面纵横解析



上周涨跌强弱排名

上周美元指数持续下跌0.53%，瑞士法郎由最强转最弱！黄金续强，原油飙涨！
本周持续关注强弱对比的市场看多GBPCHF，EURCHF，NZDCHF等所有瑞郎交叉盘
持续看多黄金、原油



焦点关注：EURUSD

欧元受到欧洲央行转为鹰派的言论，对比美国疲软的通胀数
据，特朗普政策受阻
前周连续大涨一举突破去年高点1.1620
上周突破1.1710近三年的高点，达1.1765
未来守稳1.17持续看多欧元



焦点关注：NZDUSD

纽元受美元疲软影响
前周连续大涨一举突破今年高点0.7380
上周突破0.7485去年的高点形成底部形态
未来守住0.7450持续看多纽元



焦点关注：EURCHF
欧元兑瑞郎受到基本面欧元区利多
对比瑞郎持续宽松而强势上涨
上周连续大涨一举突破两年高点1.12
形成底部形态，达到2015年1月5日瑞欧崩盘的
最高位，未来短线目标1.15，长线上看1.2



周线微观反转指标

关注GBPCHF，GBPAUD，WTI，USDCHF，EURAUD转涨
关注GER30，UK100，AUDCAD，CHFJPY 转跌



焦点回顾：XAUUSD持续上涨

黄金三周前回测今年波幅的50%迅速弹升
这两周持续大涨，周线三连阳 黄金三周前回测今年波幅的50%迅速弹升

这两周持续大涨，周线三连阳



周微观反转焦点回顾GBPAUD

英镑兑澳元周线出现碎形低点
而且受到两个平行轨道的支撑
目前正在酝酿打底，
做多点位绝佳
为低风险报酬可观的机会



周线趋势延续指标

欧元兑美元连涨16周，纽元兑美元连涨11周，澳元兑美元连涨12周
XAUUSD连涨三周，WTI原油连涨六周，EURCHF连涨八周
上周关注黄金白银转升获利
本周关注GBPCHF，USDCHF转涨



周线趋势延续指标

美元指数USDX连跌16周，USDCAD连跌12周，USDSEK连跌15周，EURCAD连跌8周
USDJPY，GBPJPY周线三连跌
本周关注CHFJPY，GER30上周转跌



持续关注：USDCAD继续下行

美元兑加元周线连跌12周
上周跌破短期目标1.2450到1.24
目前在1.24-1.2580区间震荡
长期目标1.1550



本周关注：USDCHF周线反转上行

英镑兑日元上周受阻于下降趋势线
上周反转涨势为跌势

USDCHF上周受支撑于去年低点0.9450
形成双周转涨，未来持续看涨



FXPLUS交易系统
绩效回顾与展望



上周Easy Gain系统回顾USDCHF

上周美元兑瑞士法郎EasyGain经过方
向筛选
成功获利五笔
累计两周9赚1亏

上周美元兑瑞士法郎EasyGain经过方向筛选
成功获利四笔
累计三周13赚1亏1平



上周Easy Gain系统回顾USDZAR

上周美元兑南非兰特EasyGain
成功获利4笔
累计三周14赚3亏

上周美元兑南非兰特EasyGain
成功获利5笔
累计四周19赚3亏



上周DFP系统回顾USDCAD

上周美元对加元DFP交易系统
成功获利四笔，垃圾三周连续八笔交易成功获利

上周美元兑加元DFP交易系统
成功获利两笔，累计四周连续十笔交易成功获利



上周DFP系统回顾EURUSD

上周欧元兑美元DFP交易系统
成功获利三笔，获利200点以上
累计三周获利六笔



上周Profit Maker轨道系统回顾USDZAR

USDZAR上周ProfitMaker
7笔获利4笔亏损，
累计三周21赚8 亏



上周Profit Maker轨道系统回顾GBPCHF

GBPCHF上周ProfitMaker成功做空获利五
笔，总计上周获利350点以上



上周Profit Maker轨道系统回顾原油WTI

原油上周ProfitMaker绩效优异
获利七笔亏损一笔，五倍杠杆下，
总计上周可获利30%以上



 本周FXPLUS交易系统展望焦点

v EasyGain可以关注USDZAR、USDCHF、AUDCAD，EURAUD

v ProfitMaker
• 关注瑞郎直盘叉盘做多机会：EURCHF，GBPCHF，AUDCHF
• 做空机会：USDSEK，USDCAD，USDNOK
• 做多机会：EURUSD，GBPUSD，AUDUSD，NZDUSD
• 黄金、原油做多

v DFP可以关注EURUSD，USDCAD，NZDUSD等市场
v DFP新关注GBPAUD做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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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 月  30 日

外汇市场与美国新政府的蜜月期已经彻底结束。

周内市场的焦点无疑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受到美联储鸽派货币政策预期的影响，美元指数反弹如昙花一现，GDP平减指数的下
滑对美元指数形成新的拖累。非美货币和黄金则出现了全面的攀升；国际油价受到OPEC减产时间有望延长以及美国的原油库存
数据连续下滑的影响也出现了进一步的上行。

周内，美联储按兵不动，符合市场的预期。经过前两个月通胀数据的意外疲软之后，美联储表示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通
胀将会保持在相对的低位，这也成为了美元下跌的催化剂。美联储还暗示有可能在9月启动缩表。一旦开始缩表，美联储下半年
升息预期将会进一步推迟。因为相较于升息对于市场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缩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猛烈，也因此一旦启动缩表
美联储后续的升息预期有可能会进一步延后。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奥巴马的医改替代案勉强被讨论，该方案被在本周被通
过，也算为美元指数带来了一些些利好因素。美国后续的税改以及债务上限问题也会受到影响，而这也会对美国未来的经济以及
货币政策动向产生影响。这也使周内美元指数稍有反弹之后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公布之后陷入了更深幅度的下跌。

欧元兑美元EUR/USD升至2015年年初高位，而英镑兑美元GBP/USD也刷新10个月以来新高。ETX Capital资深市场分析师给出
解释称，由于月底美元遭到抛售，加剧了美指下跌非美货币上涨这一情况；而今年美国政治不确定性和美联储加息疑云，导致美
元指数DXY广泛来说表现疲弱。荷兰国际集团分析师认为，当前美元几乎可能在任何情形下遭遇抛售。德商则认为，外汇市场与
美国新政府的蜜月期已经彻底结束。

与美元指数截然不同的是，尽管欧元区的PMI数据欠佳，一度对欧元形成了一定的拖累。但是欧洲央行理事诺沃特尼表示该央行
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对欧元区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同时公布其未来的紧缩计划的相关细节这一讲话以及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推动了
欧元的进一步上涨。英国方面，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英国的通胀一直居高不下，这也使英国央行接下来的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
择。也因此下周英国央行的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预期更受关注。

周内澳大利亚疲软的通胀数据以及澳洲联储主席明显鸽派的货币政策预期给澳元形成了打压。下周将有澳洲联储的利率决议公布，
预计该央行将以按兵不动为主。在加拿大升息之后，加拿大的GDP数据继续保持强劲也给加元提供了新的支撑。另外，OPEC主
要产油国在周内的会议上对延长减产时限以及再度确认减产幅度达成关键协议。美国通过了对俄制裁之后，俄罗斯也随机展开了
报复行动，也使全球的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黄金和原油齐涨。下周这一事件的进展状况仍受关注。

在上周大宗商品期货方面，WTI和Brent两大原油交易品种受限产影响，周内暴涨。

国际现货黄金上周因美元下跌而强势上涨，美元指数刷新13个月低位，带动金价上涨。美元7月连续第五个月下跌，为2011年以
来最长连跌走势。美国参议院未能推翻奥巴马医保案，是特朗普面对的一大重挫，这使得特朗普能否顺利出台税改和刺激计划也
成疑问，特朗普政府的不稳定性支撑了金价。在朝鲜上周五第二次发射洲际弹道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一同意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建议，需要对北方采取更多的行动。地缘政治风险同样利好黄金。然而，疲软的实物需求预计将限制黄金的涨幅。
印度金价上周录得七个月内最大的折扣，在需求受阻之后零售价格反弹。这些基本面的消息都力挺黄金短线继续上。



周一 
7月24日

周二
7月25日

周三 
7月26日

周四
7月27日

周五
7月28日

解释：       表示数据高于预期

                 表示数据低于预期

         维持不变    利率决议不变

        符合预期   数据公布和预期一致

美国至7月26日美联储利率决定(上限)

1.25%  维持不变  

数据公布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8

美国6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6.5%

 

英国7月CBI零售销售差值
22

美国至7月21日当周EIA天然气库存(亿立方

英尺)
170

加拿大5月批发销售月率

 0.9%       

欧元区7月制造业PMI初值

   56.8

美国7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121.1

美国7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14

英国7月CBI工业订单差值

                   10

美国至7月21日当周API原油库存(万桶)  

-1020

美国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93.4

美国7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

53.2 

澳大利亚第二季度CPI年率

1.9%
美国至7月21日当周EIA原油库存(万桶)

-720.8

加拿大5月GDP月率

  0.6%

美国第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率

初值  2.6%  符合预期



周一 2017年7月31日 国家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16:30 英国 英国6月央行抵押贷款许可(万人) 6.5109 6.5

17:00 欧洲
欧元区6月失业率

9.2% 9.2%

17:00 欧洲 欧元区7月CPI年率初值 1.3% 1.3%

21:45 美国 美国7月芝加哥PMI 65.7 61

22:30 美国 美国7月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指数 15 13

周二 2017年8月1日

12:30 澳洲 澳大利亚至8月1日澳洲联储利率决定 1.5% 1.5%

16:00 英国 欧元区7月制造业PMI终值 56.8 56.8

20:30 美国 美国6月核心PCE物价指数月率 0.1% 0.1%

22:00 美国 美国7月ISM制造业PMI 57.8 56.5

22:00 美国 美国6月营建支出月率 0% 0.4%

数据公布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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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2017年8月2日

04:30 美国 美国至7月28日当周API原油库存(万桶) -1020 ---

13:45 瑞郎 瑞士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8 ---

15:15 瑞郎 瑞士6月实际零售销售年率 -0.3% ---

17:00 欧元 欧元区6月PPI月率 -0.4% -0.1%

20:15 美国 美国7月ADP就业人数(万人) 15.8 18.8

22:30 美国 美国至7月28日当周EIA原油库存(万桶) -720.8 ---

周四 2017年8月3日

16:00 欧元 欧元区7月服务业PMI终值 55.4 55.4

19:00 英国 英国至8月3日央行利率决定 0.25% 0.25%

19:30 美国 美国7月挑战者企业裁员人数(万人) 3.1105 ---

20:30 美国 美国至7月29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4.4 24.2

21:45 美国 美国7月Markit服务业PMI终值 54.2 ---

22:00 美国 美国7月ISM非制造业PMI 57.4 57

22:00
美国 美国6月工厂订单月率

-0.8%      2.8%

数据公布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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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017年8月4日

20:30 美国 美国7月失业率 4.4% 4.3%

20:30 美国 美国7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万人) 22.2 18.3

20:30 美国 美国6月贸易帐(亿美元) -465 -450

数据公布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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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地区 事件

2017年7月31日
周一 18:00 西班牙 欧洲央行管委暨西班牙央行行长林德(Luis Maria Linde)就欧洲经济和其货币政策发表演说。

2017年8月1日
周二 12:30 悉尼 澳洲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

2017年8月2日
周三 待定 法兰克福 欧洲央行召开管理委员会会议，并无利率决议宣布。

2017年8月3日
周四 19:00 伦敦 英国央行宣布利率决议、会议纪要及通胀报告

2017年8月4日
周五 09:30 悉尼 澳洲联储公布季度货币政策声明。

20:30 华盛顿 美国劳工部公布7月非农报告。

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更多精彩关注在线学院网站 www.fxplus.com.au

在线学院网站主打服务：实战解盘天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