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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涨跌强弱排名

上周美元指数下跌0.93%，澳元加元英镑强势！黄金日元转强。
本周持续关注强弱对比的市场看多AUDCHF，CADCHF，GBPNZD，AUSNZD

看空EURAUD，EURGBP 等欧元交叉盘



焦点关注：AUDUSD

澳元受到加元加息的刺激带动之下，
上周五连阳大涨3%为最强货币
本周关注0.7840两年高点的突破



焦点关注：AUDCHF

澳元兑瑞士法郎头肩底底部形成，
上周五连阳大涨3%为最强交叉盘
本周关注拉回颈线做多机会



周线微观反转指标

周趋势持续注意日元交叉盘的上涨的尾端反跌，
CHFJPY已经开始转跌
关注欧元兑英镑，欧元兑澳元的转跌，澳元兑美元连续十周上涨



周微观反转焦点回顾AUDNZD

AUDNZD澳元对纽元
前几周周双K反转看涨
下方遇两年上升趋势线支撑
上周大涨，积极看多



微观反转焦点EURGBP

欧元兑英镑周双K反转看跌
日线也高档三连阴，伺机做空



焦点关注：XAUUSD反转上涨



微观反转焦点关注NZDJPY

纽元对日元遇阻于82.80-83.80阻力区间
关注顶部反转形态形成



周线趋势延续指标

周趋势持续注意日元交叉盘的上涨的尾端反跌，
CHFJPY已经开始转跌
关注欧元兑英镑，欧元兑澳元的转跌，澳元兑美元连续十周上涨



日线趋势延续指标

日线趋势关注澳元与英镑直盘与交叉盘的强势



上周回顾：CADCHF继续大涨



持续关注：USDCAD继续下行

美元兑加元周线连跌十周，日线连跌十八日
短期目标1.2450，长期目标1.1550



FXPLUS交易系统
绩效回顾与展望



上周Easy Gain系统回顾USDZAR

上周美元兑兰特EasyGain
成功获利五笔亏损一笔



上周Easy Gain系统回顾USDCHF

上周美元兑瑞士法郎EasyGain
成功获利五笔亏损一笔



上周DFP系统回顾USDCAD

上周美元兑加元DFP交易系统
成功获利两笔，连两周获利四笔，累计获利280

点以上



上周Profit Maker轨道系统回顾USDZAR

USDZAR上周连续五日ProfitMaker

7笔获利2笔亏损，累计上周获利400点以上.



上周Profit Maker轨道系统回顾AUDUSD

AUDUSD上周ProfitMaker成功做多获利四笔，
总计上周获利160点以上



本周FXPLUS交易系统展望焦点

❖ EasyGain可以关注USDZAR、USDCHF、GBPNZD

❖ ProfitMaker

• 关注澳元直盘叉盘做多机会：AUDCHF、AUDJPY

• 英镑叉盘做多机会：GBPNZD、GBPCHF

• 黄金、原油做多
• 美元/兰特做空

❖ DFP可以关注NZDUSD，GBPNZD，EURUSD，USDCAD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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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伦的“鸽声”响起，非美的“涨升”响起

上周三（7月12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国会证词中，在今年内美联储的“鹰声阵阵”的大背景下，意外发表鸽派言论，耶伦在
其本届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会听证中表达了对低通胀和其它国家经济逆转的担忧。她在听证会上称，1. 美国经济健康到足以支撑
升息及巨量债券组合的缩减，但低通胀率可能减少了联储的升息空间。2. 美联储正密切关注通胀，联储可能接近于新的中性利率
政策，意味着未来加息可能次数寥寥。3. 她并且第一次正面在公开场合回应了可能不会再连任下一届美联储主席的可能性。而在
周四（7月13日）参议院听证会上，耶伦的讲话论调基本不变，她指出，总统特朗普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3%实现起来“相当有
挑战性”，需要在很多方面作出调整，包括税改和改善教育系统以提升劳动生产率。

周五（7月14日）美国公布的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和核心证明了耶伦对美国经济的担忧. 美国6月通胀数据CPI月率连续4个月不及
预期，创9个月的最低，核心CPI跌至2015年1月以来最低。而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跌了2个月，创下1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再者，修改后的医保法案遭到外界批评，对特朗普财政改革的信心已经越来越小。各方打压下美元不堪重负，近来的下行趋势继
续，报收于去年9月中旬以来的低点95.12。

受到上述基本面和消息面的影响，4大非美货币，经过周一和周二的短暂调整后，周三先欧美创下今年新高的率领下，均出现大
幅反弹，随后反弹的领头羊交给了澳美，澳美在这周一举突破了压制15个月的上轨线，钮美也重新反弹至前期的高点，镑美在
周五晚上美盘发力，也大涨至年内新高。而与此同时，前期表现强劲的美日，上周也出现连续下跌，周5受到美国经济数据不好
影响，美日一天下跌近百点。美瑞表现却跟随美元一直非常的疲弱。

周三加拿大央行（BOC）追随美联储(FED）的加息步调，加拿大央行周三（7月12日）一如预期升息，加拿大央行将官方利率上
调25个基点至0.75%，但暗示不希望沿着一个预先设置好的路径升息。称对经济前景更有信心，且需忽略通胀疲弱的影响，但表
示，由于不确定性和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犹在，未来利率决定将取决于数据。此次为近七年以来首次加息，成为美联储之后第二家
收紧货币政策的主要央行。央行的决定凸显出决策者认为升息行动滞后于未来通胀的发展。加央行的政策声明称，“进一步将隔
夜利率调整至目标水平，将受未来数据的指引，因数据将提供有关通胀前景的信息，同时，央行还将谨记不确定性和金融系统的
脆弱性仍然存在。” 受到此消息的提振，美加出现短线重挫，当天跌幅超过200点，至从美加跌破重要的“X”线后，到目前为
止，美加跌幅超过500多点。这也是最近几周，趋势性最强的货币对。

在上周大宗商品期货方面，WTI和Brent两大原油交易品种，在上周EIA，API数据理想和美元指数疲弱的背景下，上周初走出了
见底反弹的走势。短线能否继续走高需要看，基本面和美元的走势。

上周现货黄金走势如我解盘的预期，上周现货黄金得以由四个月低位反弹，创三周来的首次周增长。从周三起，由于耶伦“鸽派”
言论的影响，现货黄金周三(7月12日)曾一度触及1225.80美元/盎司，但随后逐步回吐涨幅。但周五又在美国令人失望的经济数
据的影响下，再度大幅反弹100多点。最终，国际现货黄金当周累计收涨15.60美元，涨幅1.29%，为5月中以来的最大周度升幅
收，报1228.30美元/盎司，最高上探1232.76美元/盎司，最低下探1204.80美元/盎司。黄金的现在在3重3波的复杂调整浪里面，
现在将要开始其中的b浪反弹浪，料想未来数周有重新挑战6年阻力线区间（1263-1295）的可能，不过，这次过的希望不大，
因为这次反弹完成之后，后面需要还有一波调整，才能完成整个复杂的3重3波的调整可能。这一点需要各位有缘看到此文的读
者明了。



经济数据回顾 Economic Data Review

周一
7月10日

周二
7月11日

周三
7月12日

周四
7月13日

周五
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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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初值（%）

1.6  维持不变

数据公布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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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6月上周续请失业金人数（万）

24.7

中国6月贸易帐（亿美元）

447.7

美国6月零售销售月率（%）
-0.2   

德国5月贸易帐（亿欧元） 220

加拿大6月新屋价格指数年率（%）

15.8

中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 1.5

日本5月贸易帐（财务省）（亿日元）

-1151

澳大利亚5月房屋贷款许可件数月率（%）

1.0

加拿大6月新屋开工（万） 21.27

美国5月消费者信贷（亿美元）1.50 

美国上周API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813

澳大利亚7月Westpac消费者信心指数

月率（%） 0.4

美国6月制造业生产月率（%）
0.2

美国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80.2美国6月就业市场状况指数 1.5

英国6月失业率（%）2.3 维持不变

加拿大7月央行利率决议（%）

0.75 符合预期

美国上周周EIA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756.4



财经日历 Economic Calendar 

周一 2017年7月17日 国家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06:30 新西兰 新西兰6月服务业表现指数 58.8 ---

09:30 中国 中国第二季度GDP年率（%） 6.9 6.8

17:00 欧洲 欧元区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月率终值（%） -0.1 ---

17:00 欧洲 欧元区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月率终值(%) -0.1 0.0

周二 2017年7月18日

06:45 新西兰 新西兰第二季度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 2.2 1.9

16：30 英国 英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 2.9 2.9

17:00 欧洲 欧元区7月ZEW经济景气指数 37.7 ---

周三2017年7月19日

04:30 美国 美国上周API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813 ---

20:30 美国 美国6月新屋开工月率（%） -5.5 ---

22:30 美国 美国上周周EIA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756.4 ---

周四 2017年7月20日

07:50 日本 日本6月经常帐（未季调）（亿日元） -2034 4880

09:30 澳洲 澳大利亚6月失业率（万） 5.5 5.6

日本 日本7月央行利率决议（%） -0.1 ---

数据公布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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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事件 Financial Events

日期 时间 地区 事件

2017年7月17日
周一 09：:3 新西兰 纽储行副主席巴斯坎德发表讲话

10:00 中国 国家统计局召开2017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15:15 英国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与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将进行为期四天的会谈，表明英国脱欧开启

首轮谈判

2017年7月18日
周二 09:30 澳洲 澳储行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2017年7月19日
周三 00:00 美国 无

2017年7月20日
周四 14:30 日本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召开新闻发布会

19:45 欧洲 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20:30 欧洲 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出席新闻发布会

2017年7月14日
周五 02:30 美国 NYMEX纽约原油8月期货将完成最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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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