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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我们终于进⼊了 2021 年的秋季。2021 曾被冠以“充满希望的⼀年”，但由于新冠肺炎继续肆虐全
球、通胀⼀路⾛⾼，加上央⾏和政府持续向市场放⽔，在诸多问题下，这⼀称谓似乎已不再完全
合宜。 但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些转变，这些变化可能改变未来市场上新冠疫情的
发展脉络。

2021 年前三季度，市场上有三⼤顾虑：经济复苏、新冠疫情和通胀。 虽然病毒更多是⼀种外部
因素，但经济复苏和通胀都会受到美联储和政府⾏动的影响。从 2020年 3⽉开始，美联储为市
场注⼊了空前规模的流动性，推⾼了⼤宗商品、股票和加密数字货币的价格。 2021 年夏末，“缩
减资产购买规模”⼀词逐渐成为⼈们最为关⼼的问题。 在杰克逊·霍尔经济研讨会期间，美联储主
席杰罗姆·鲍威尔表⽰，将很快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在此背景之下，市场于 9 ⽉初开始不再
⼤举买进⻛险资产。

其次，从就业⼈数来看，8⽉份，美国的经济活动出现放缓。这种情况可能成为美元⾛强的触发
因素，但由于随后公布的通胀数据相对疲弱，波动依然处于控制范围之内。 不过随着美元⾛
强、股市下跌，9⽉市场将保持温和负⾯的主导基调。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市场出现了⼀些重⼤变化，⽐如天然⽓期货⼤幅上涨，原油也迎来⼀波相对
温和的涨势。 出于对通胀的担忧，加上供应处于历史地位，天然⽓价格已突破 2018 年的历史⾼
点，每份合约价格已超过 5美元。

市场似乎还在等待出现新的基本⾯，操作⻛格则已转向技术分析。 不过在撰写此份展望时，主
要市场的负⾯情绪已开始加速累积。

美国⾮农就业⼈数。数据来源：bls.gov

3



美联储与缩减购债

市场具有前瞻性。 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对其表现⽽⾔意味着什么？ 其可能降低通常与较⾼不确定性相
关的⻓期债券的价格，并提⾼其收益率，进⽽导致资本从⻛险资产向债券转移。 这⼜将或早或晚导
致加息。 现在，由于真实利率基本为零，投资者对股票和⼤宗商品愈发感兴趣。 不过如果债券收益
率上升，资本则可能会从股票流⼊美元和债券。

⺫前尚⽆法确定是否⼀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是⺫前市场最关⼼的事情。 从 Fedwatch 可以看
出，⼤多数投资者认为，未来⼀年或更⻓时间不会出现加息。

加息概率。数据来源：Cm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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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够优秀的基本⾯⽀撑股价和⼤宗商品价格继续⾛⾼，市场现在处于令⼈担忧的境地。 就
季节规律⽽⾔，9 ⽉通常是股市表现最为疲软的⽉份，这也将给交易带来⼀定的波动。 在刚刚过去
的 2020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 9⽉初触及股价⾼点之后，⼤型科技公司的股价出现暴跌（虽然此
后出现回弹）。去年10⽉和 11⽉，在财报季及其他基本⾯消息的推动之下，市场⼀路⾛⾼。

对于掌握应对之道的交易者⽽⾔，波动并⾮坏事。 他们可能会更多关注短期变动：持仓时间可能减
少，且应当对隔夜持仓尤其是周末持仓格外注意。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不建议持有加杠杆
的头⼨超过⼀两天。

9 ⽉通常是股票市场表现最为疲弱的⽉份。 通过观察彭博社（Bloomberg）提供的标普 500 指数⻓
期动态（该图表整合了 1985 年⾄ 2014 年的数据，不过如果将时间延⻓到 2020 年，我们也将会获
得同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每年 9⽉股票市场的动态都偏向负⾯，反弹则⼀般出现在每年 10⽉
的下半⽉。

季节性

标普 500指数季节性⾛势图表。数据来源：彭博社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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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 500指数价格预测。数据来源：Yardeni.com

股市

在经历“⻓期”上涨（在没有明显回调的情况下，标普 500指数⼏乎连涨 7周）之后，股指终于出现实
质性调整。 9⽉初涨幅最⼤的两⼤板块——科技股和医疗股开始遭到投资者卖出，拉低了其他板块的
股价表现。

我们先从⼀些基本⾯情况开始。 这⾥的重点是美国股市，这是全球最⼤的，但并⾮唯⼀的股票交易
市场。⼤多数知名巨头企业都在纽交所和（或）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最重要的问题是，标普 500 指数⺫前的估值是偏⾼还是偏低。 通过观察市盈率我们会发现，整个标
普 500 指数的市盈率接近 20。 在预测公司收益后，我们将得到与下表接近的图表。 市场可能出现
调整，但市场整体估值似乎并不⾼，并且具备继续发展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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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季节性预测，在财报季（10⽉中旬）开始前，指数可能会在⼀段时间内保持调整状态。在此之
前，由于市场情绪总体负⾯，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买⼊机会。

让我们⼀起来看⼀下股票指数的技术表现。 标普 500 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已突破趋势线，转⽽开
始进⾏调整。

标普 500指数。数据来源：Exness.com

纳斯达克指数。数据来源：Exness

让我们把整个市场的表现分为若干板块。 可以分为 7 ⼤关键 ETF，涵盖了美国股市的主要板块（从
上到下：科技、房地产、通信、消费、⼯业、基础材料、能源）。

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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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所有⾏业均出现了⼲泛调整，没有出现某些板块表现优于其他板块的情况。
这并不是说不会有股票出现上涨，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合适的买⼊机会相对较为困难。

不过交易者或许可以从中期交易的视⾓出发挑选股票。 让我们详细看⼀下个股，尝试找出最值得注
意的那些股票。 请注意，此处的分析是建⽴在当前条件的基础之上，相关条件在未来很可能早晚都
会发⽣变化。

美国股市各板块表现。数据来源：Tradingview

从趋势交易的⾓度出发，英伟达的股票⾮常值得注意。 该股的每股收益（EPS）增⻓⾮常亮眼，
作为顶尖科技股，该公司为尖端创新产业⽣产技术产品，可能将很快成为优质选择。

此前，英伟达每次试探 200 ⽇移动平均线时均以回撤告终，甚⾄没有连续两⽇抵近该技术参考位的
情况。当前，该股处于动态⽀撑区间，因此，如果技术板块不出现利空，该股或将再次迎来上涨。

NVDA（英伟达）

英伟达股票。数据来源：Ex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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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的⻛险⽇益增加，但也有⼀些公司的股票在维持较低⻛险的同时，保持着良好的升值潜⼒。
电动汽⻋制造商——⼩鹏汽⻋的股票 XPEV 便是其中之⼀。 虽然该股为中概股，但其与特斯拉的股票
同样存在⼀定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或可对该公司股价的上涨起到⼀定助推作⽤。

未来五到⼗年，随着燃油汽⻋的逐步淘汰，电动汽⻋的市场规模或将增⻓数倍。美国政府已公布⼀项
在 2030年前向电动汽⻋⼤规模过渡的计划，因此，电动汽⻋制造商或将迎来发展良机。

特斯拉的股价在 2021年的⼤部分时间都表现不佳，底部基本维持在 600－750美元的区间。在上⼀
次抛售中，该股的股价相对稳定，这也是⼀个积极信号，表明其具有良好潜⼒。 股票市场存在轮动
机制，当投资者获利了结，并将资⾦投⼊如特斯拉等低估资产时，就会出现板块轮动。 这也是为什
么特斯拉有可能上探其于 2021年 4⽉创下的前期⾼点。

TSLA（特斯拉）

特斯拉股票。数据来源：Exness.com

XPEV（⼩鹏汽⻋）

特斯拉股票。数据来源：Ex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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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受近期飓⻛“艾达”（Ida）影响，加上第⼆⾄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活动总体有所增加，原油价格终于再
次突破每桶 70 美元。 由于供应受到冲击，加上需求有所回升，在这些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油价格⽆疑将继续⾛⾼。 随着各经济体的重新开放以及新冠疫情（整体）趋缓，经济扩张似乎即
将到来。 遗憾的是，⺫前还有另⼀障碍，那就是愿意重返⼯作岗位的劳动者较少，或者⾄少对雇主
的忠诚度有所下降，导致⼈员流动率有所升⾼。 现在最⼤的问题之⼀是，当前正在启动的经济活动
能否得到持续。

1.供需

2.技术⾯展望

从技术⾓度看，原油价格未能突破 76美元附近的阻⼒位。当前形成的趋势推动原油价格从 62美元
反弹⾄ 73 美元，如果原油价格能突破 74 美元，并收于 76 美元上⽅，原油价格还有机会进⼀步拉
升。不过如果原油价格未能突破这⼀区间，未来价格或将进⼀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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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币

全球经济的复杂局⾯带来了更⾼的不确定性。⼈们担忧的问题包括：美国通胀⻛险加剧、美联储缩
减资产购买规模以及最近恒⼤地产的问题。

美国⺫前的通胀率远远⾼于预期。当前的通胀率年化已超过 5％，
较通常⽔平或预期⽔平⾼出约 200－300％。由此引发市场担⼼美联储或将收紧货币政策，
甚⾄可能会⾛向极端，从市场上回收资⾦。

在地球的另⼀端，资产超过两万亿元⼈民币（约相当于中国 GDP的2％）的中国房地产企业——恒⼤
地产，则已成为众多市场参与者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从世界许多国家进⼝原材料，如果该公司陷
⼊危机，不仅中国经济会遭到拖累，甚⾄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经济复苏明显放缓，或由恒⼤的债务问题直接或间接导致更严重的危机，投资者或将开始卖出
⾃⼰持有的各种资产，例如股票、共同基⾦、ETF、⼤宗商品和加密数字货币。

1.现状

2.供需

以本⽂撰写之时计，过去⼏周内，全球各⼤交易所已提取⼤量⽐特币，总数超过 94,000 枚。 该数字
显⽰的是⻓期持有者可能持有的⽐特币数量。 提取⽐特币、在交易所外存储的趋势已经存在相当⻓
的⼀段时间。根据链上数据，过去三个⽉，⽐特币总流出量已达到了惊⼈的 192,00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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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交易所存储的⽐特币数量较 2020年 3⽉最⾼峰时的 3,000,000枚相⽐⼤幅下降。⺫前（交易
所）持有的⽐特币总量已减少约 657,000枚（减少约 22％），降⾄三年来最低⽔平。

从技术⾓度看，围绕相关图表的不同解读，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即积极情况和消极情况。

技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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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种为消极情况，即价格形成所谓头肩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头部位置⼤约为 8,050 美元，如果
这种形态成为现实，则⺫标价位将为 35,000－37,000美元左右。

⽽在积极的情况下，我们将看到艾略特波段以回调结束，同时开启新的波段，
延续此前的主上升趋势。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那么其价格或将在今年年底达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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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
第三季度对货币政策的关注，特别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关注，并未给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带来很多明
确信号。 虽然美联储在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谨慎措辞及反复提及其在管控通胀⽅⾯取得“显著的
进⼀步进展”对美元上涨起到了推动作⽤，但第三季度的涨幅很⼩，并且很少有地⽅形成了明显趋
势。

⼀些较预期更为鸽派的央⾏发⾏的货币（如新⻄兰元）波动⾼于平时⽔平，⽽由于各种⼯业⼤宗商
品均有所上涨，商品货币在接近夏末时整体表现良好。 8 ⽉中旬，澳⼤利亚元和新⻄兰元兑美元开
始适度强劲回升。

当然，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外汇趋势⼀般不会持续很久。 如果像前述概览中提到的那样，债券收
益率上升，投资者从股票中轮转出来，美元仍然未必能够获得⼀轮⻓期的强劲增⻓，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英国、欧洲和其他主要债券的收益率可能也会上升，只是欧洲债券的收益率上升幅度可能不
会达到相同⽔平。

对于货币投资⽽⾔，货币政策、就业数据和通常的相关性可能仍是第四季度的焦点所在。 如果当前
的情绪转变得到延续，则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欧元/美元持续下跌和英镑强劲上涨，本节将对此加以
具体探讨。

虽然各⼤主要经济体⺫前的状况明显说不上太好，不过各国所⾯临的困难程度确有不同。 尤其是欧
盟和美国，其货币政策的可能轨迹似乎将与其他国家颇为不同，许多投资者预计美联储甚⾄将于明
年开始加息，并将从本季度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 不过，欧洲央⾏仍⼗分强调极宽松政策的重要
性。

欧元/美元的“触底竞赛”

虽然在第三季度，欧元/美元曾两次反弹⾄ 1.19 美元附近，但技术⾯情况对欧元/美元仍⾮常不利，
直到 1.16美元或 1.15美元附近才有明确的潜在⽀撑。 9⽉⺫前的交易量并不⽀持该交易品种在第四
季度⼤幅下跌，但这也可能只是因为⺫前⼤多投资者都在盯着市场的短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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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8⽉份的年化通胀为 3.2％，达到 9年多以来的最⾼⽔平，⼤⼤超出了市场的普遍预期。录得该
数值的背景是英格兰银⾏突然对转向紧缩政策采取开放态度。

9 ⽉举⾏的英国央⾏会议尤其对英镑产⽣了强劲的短期利好，会议期间，决策者强调，在媒体所称
的“能源危机”即将来临之际，今年冬季的通胀率很可能会继续攀升到 4%的⽔平。不过英镑持续上涨
⾯临的主要问题是英国的⼯⼈和原材料短缺，可能会限制经济增⻓。

与⼤多数其他主要货币⼀样，英镑在第三季度并不⼗分活跃，但其可能已为年底前迎来⼀轮上涨做
好准备。 市场对英国央⾏转向（相对）鹰派的做法仍在消化之中，但在 9 ⽉的下半⽉中，英镑在第
三次试探 149⽇元时带来了相当强烈的上⾏反应，买⼊交易量也相对较⾼。

英镑兑美元和欧元似乎也有上涨空间，但考虑到本季度美元可能上涨，以及欧元/英镑图表下⽅存在
相当强劲的技术⽀撑，英镑/⽇元可能是更好的实际买⼊选择。考虑到英国与各国未来贸易关系的不
确定性，加上极为明显的⼯⼈短缺问题，英镑在本季度的⾛强显然要打上⼀个问号。但似乎在许多
投资者看来，⾯对急剧上升的通胀，英国央⾏需要有所作为。

投资英镑须着重关注通胀

基于技术分析和基本⾯，欧元/美元或将持续下跌，尤其如果在基本⾯上，美联储承诺或暗⽰在某⼀
时间范围缩减资产购买规模，且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开始以明显快于欧盟债券的速度上升时，更有可
能持续下跌。 不过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对既有共识（即 9 ⽉持仓不应超过⼀两天）构成挑战，在此背
景之下，控制仓位、做好相对快速离场的准备、将⽌损移动⾄获利区间或可帮助交易者充分把握不
断变化情况下的获利良机。

14 15



欢迎点击下⽅链接，告诉我们您对本期展望的反馈意⻅，
只需不到两分钟即可完成。

欢迎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本资料作营销传播之⽤，不包含也不应被解释为包含投资建议或投资推荐，或任何⾦融品种交易的要约或邀请。过往业绩不能作为未来业绩的担保，
也不能作为未来业绩的预测依据。 Exness不会将您个⼈的投资⺫的或财务状况纳⼊考量，且不对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或完整性作任何保证
或承担任何责任，亦不对因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预测或其他数据⽽产⽣的任何损失提供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所有观点仅为作者个⼈观点，不代

表 Exness官⽅⽴场。未经 Exness事先许可，不得复制或进⼀步传播本消息。必要时请向第三⽅征求独⽴意⻅。

交易有⻛险。

留⾔反馈

https://exnesspremier.typeform.com/to/onFOA9w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