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金属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贵金属期货 

2019 年 4月报 

 

华安期货 

投资咨询部 

贵金属研究小组 

曹晓军   高级分析师 

从业/投资咨询证号 

F3008012/Z0010934 

闫丰    首席分析师 

从业/投资咨询证号 

F0251054/Z0001643 

鲍  峰  分析师 

从业/投资咨询证号 

F3037342 

 

电话：0551-62839161 

Email:haqhyfzx@163.com 

网址：www.haqh.com 

央行增加黄金储备，金价或缓慢上行 

----2019年 4 月贵金属市场展望 

2019 年 3 月 27 日 

要点提示： 

1、2019年3月，受益于避险情绪升温，金价稳步回升。 

2、全球央行继续增加黄金储备，黄金ETF暂时出现资金流出。 

3、美股及原油等风险资产高位震荡，美债收益率长短利差收窄。 

4、美联储释放鸽派信号，调低经济预期，货币政策或逐步转向宽松。 

5、欧元区制造业PMI走弱，欧洲经济前景堪忧，英国脱欧进一步加剧风险。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在贸易摩擦持续、英国脱欧悬而未决、全球经济放缓预期增强等因素的影响下，预计金价

仍有上行空间。 

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释放偏鸽派信号。欧美制造业PMI指标全面走弱，引发

市场避险情绪，美欧股市和原油高位震荡。美股连续上行后，估值较高，有回调压力，不

确定增加将利多金价。美债收益率倒挂，提示经济面临衰退风险。英国脱欧和全球贸易摩

擦问题继续对全球经济构成风险。黄金价格偏低位臵，预计将吸引黄金ETF资金流入。 

我们维持对黄金白银偏多看法。COMEX黄金关注1300美元/盎司支撑和1350美元/盎司压力，

建议多单持有。COMEX白银关注15-16美元/盎司区间的表现。市场指标，金银比价处于相

对高位，银价更具有投资价值。建议白银保持偏多思路对待，考虑逢低建多。 

 

 

http://www.ha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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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9年 3月贵金属行情回顾 

3月，金价在月初跳水，随后重拾升势。COMEX期金站稳1300美元/盎司。沪金

主力AU1906合约自低位280元/克企稳，涨至290元/克附近。 

美元指数陷入震荡，3月份基本收平。美国国债收益率普遍走低，且十年期和3

个月期的收益率一度倒挂，反映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 

影响金价的主要因素如下： 

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全面提升，令全球股市普涨态势延续至3月，抑制金价。3

月中旬来，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再度抬头，避险情绪推动金价单边上行。 

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并发布偏鸽派声明，表示可能在几个

月后停止收缩资产负债表。美、欧的制造业PMI数据全面走弱。英国议会第二次否

决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最后脱欧期限被延后。 

图1：COMEX期金和沪金价格走势及对比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文华财经 

图2：美元指数2019年一季度窄幅震荡                 图3：VIX指数3月份小幅走高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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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贵金属影响因素分析 

2.1  黄金供需关系 — 央行储备增加，黄金ETF资金再现流出 

黄金供给，包括矿产金、再生金和生产者套保。2018年，全球黄金产量为4490.2

吨，其中矿产金产量创新高，为3364.9吨，占比75%。 

黄金消费，包括珠宝首饰、工业技术、投资和央行储备。2018年，全球黄金消

费达4345.1吨，接近五年均值4347.5吨；其中，全球央行购买黄金量创五十年新高。 

表1：全球黄金消费量年度分项数据 

 2017 2018 年同比变化% 

黄金需求量 4,159.9 4,345.1 +4 

金饰 2,200.9 2,200.0 0 

科技 332.6 334.6 +1 

投资：金条和金币总需求量 1,045.2 1,090.2 +4 

投资：黄金 ETFs 及类似产品 206.4 68.9 -67 

各国央行和其他机构 374.8 651.5 +74 

数据来源：Metals Focus, 世界黄金协会 

图4：过去八年全球黄金消费量                          图5：全球央行黄金储备总量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019年一季度，央行购买黄金的热情依然不减，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

央行纷纷增加黄金储备，通过增加储备资产的多样性来分散风险。 

全球黄金支持的ETF基金，在连续四个月增持之后，2019年2月出现减持，当月

黄金持有量减少33吨至2479吨，相当于十三亿美元的流出。分地域看，最显著的是

北美资金流出，其次是亚洲。英国黄金ETF呈现净流入，估计是受到脱欧事件带来

的避险情绪推动。同时，黄金ETF净流出，正对应股市上行走势。全球股市在2019

年开局走势强劲，前两个月累计涨幅8%。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数据显示，对冲基金和基金经理持有的COMEX

黄金期货净头寸也在2月到3月出现回落，与黄金ETF资金净流出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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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中美贸易关系、英国脱欧进展、全球经济放缓

和股市估值偏高等因素令投资者担忧，避险情绪可能推升黄金买盘。 

图6：SPDR黄金ETF持有量                             图7：COMEX黄金投机性净多头寸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2  国际政治因素 

中美贸易关系和英国脱欧问题仍然是影响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 

中美贸易关系。2019年，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双方暂时暂停加征关税，

3月底之前将开展第八轮磋商。 

2018年全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总额6210美元，其中商品贸易逆差总额

8913亿美元，创十年新高，服务贸易实现顺差2702亿美元。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

升至3%。分国别来看，美国对墨西哥、欧盟贸易逆差都刷新纪录。造成贸易逆差的

原因包括：减税及政府支出刺激消费，美国进口增加；美元指数连续走高，全球货

币失衡；全球经济受贸易摩擦等事件冲击，各国对美国商品需求下降；等等。 

贸易逆差持续走高，叠加财政赤字率的不断上升，令美国迫切需要在国际贸易

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预计，全球多边贸易关系将在较长时间内面临挑战。 

英国脱欧问题。3月份，英国议会下院第二次投票否决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

脱欧协议。本来3月29日为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最后期限，欧盟为英国提供两种延期

方案：如果第三次投票仍未通过首相的脱欧协议，延期至4月12日；如果英国议会

最终通过方案，则可以延期至5月22日。当前“无协议脱欧”的风险正在上升。英

国宣布临时性削减进口关税，希望在无协议脱欧时避免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出现

硬边境，若无协议脱欧，将不对从爱尔兰运往北爱尔兰的货物进行新的检查或控制。 

从经济数据来看，欧洲经济前景堪忧。欧元区、德国、法国的制造业PMI指标

全面走弱。欧元区3月制造业PMI初值47.6，预期49.5，前值49.3。德国3月制造业

PMI初值44.7，为79个月低点。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预计2019年英国GDP增速为1.2%，

此前预测1.6%。欧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暂不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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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欧元区GDP增速回落                                图9：欧元区CPI增速下滑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3  美国经济和政策 

美国3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52.5，创2017年6月以来新低，预期53.5，前值

53。其中产出分项指数初值降至51.6，创2016年6月以来新低。 

美国1月新屋销售60.7万户，预期62.2万户，前值由62.1万户修正为65.2万户；

1月新屋销售环比降6.9%，预期增0.2%，前值增3.7%。 

美国2月季调后CPI环比升0.2%，预期升0.2%。美国2月核心CPI环比升0.1%，预

期升0.2%。十年期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收益率反映实际利率有所下行。 

经济学家进一步推迟预期美联储下次将加息的时点。评级公司惠誉称，全球经

济增速前景大幅恶化，但不会出现全球化经济衰退，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

新兴市场内部需求疲弱是全球贸易放缓的关键因素；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明显萎缩。 

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召开，保持基准利率不变，调低2019年加息次数的预期。

关于缩表，美联储计划5月份开始将每月300亿美元的国债减持规模降至150亿美元，

9月将暂停缩表。美联储还下调未来三年对于利率、经济前景和通胀水平的预期。 

图10：美国2018年四季度GDP增速走低                    图11：美国Markit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下行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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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美国零售销售指标总体偏弱                       图13：美国失业率保持稳定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图14：美国CPI                                     图15：国债收益率和通胀预期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4  美元、风险资产和债券收益率 

2019年一季度，美元指数始终维持震荡，波动区间在95-97之间。市场预期分

化，不确定性增加。 

油价和美股受益于风险偏好的抬升，在2019年一季度走出上行行情。3月下旬，

随着脱欧等事件的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有所抬头，不过总体来看，风险资产表现依

然稳中偏强，抑制避险资产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美债收益率长端利差缩窄，接近倒挂，反映市场对于经济前景

的悲观预期。 

2.5  影响因素小结 

2019年3月金价主要影响因素包括：黄金ETF投资热情出现回落，但各国央行购

买黄金的热情不减。风险资产高位震荡，避险情绪较年初略有上升。美联储维持利

率水平不变，并释放偏鸽派信号。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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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美债收益率（阴影部分对应美国经济衰退时期）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图17：黄金和美元走势图                            图18：金银比价继续处于相对高位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  2019年 4月市场展望 

在贸易摩擦持续、英国脱欧悬而未决、全球经济放缓预期增强等因素的影响下，

预计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释放偏鸽派信号。欧美制造业PMI指标全面

走弱，引发市场避险情绪，美欧股市和原油高位震荡。美股连续上行后，估值较高，

有回调压力，不确定增加将利多金价。美债收益率倒挂，提示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英国脱欧和全球贸易摩擦问题继续对全球经济构成风险。黄金价格偏低位臵，预计

将吸引黄金ETF资金流入。 

我们维持对黄金白银偏多看法。COMEX黄金关注1300美元/盎司支撑和1350美元

/盎司压力，建议多单持有。COMEX白银关注15-16美元/盎司区间的表现。市场指标，

金银比价处于相对高位，银价更具有投资价值。建议白银保持偏多思路对待，考虑

逢低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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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研究所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

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

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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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长江中路 419号华安期货大厦 

电话：400-882-0628、62839083 

 

华安证券各营业部（IB 网点） 

电话：0551-62839036、62839075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 2419 弄 31号万科活力城 A#806-807 

电话：021-60470988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金田路 2030号 1号楼 509 室 

电话：0775-83200696 

 

芜湖营业部 

芜湖市长江路 66号徽商财富广场 1606 室 

电话：0553-3873499、3873937 

 

青岛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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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南区漳州一路 35号一单元 904 

电话：0532-58975809 

 

阜阳营业部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中路 117号大戏院旁天诚大厦 3 楼 

电话：0558-2739888 

 

马鞍山营业部 

马鞍山市雨山区雨山西路 497 号安基大厦 804、904 室 

电话：0555-5206888 

 

郑州营业部 

郑州市未来路 69号未来大厦 1409房间  

电话：0371-65617973、65617972 

 

安庆营业部 

安庆市迎江区龙山路 31幢综合楼 7 楼 

电话：0556-5696816（传真） 

 

铜陵营业部 

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 1287号财富广场 B1205 室 

电话：0562-2865973、0562-2865972 

 

上海建韵路营业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建韵路 500号 4幢 205室 

联系电话：021-58170903 

 

金华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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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金华市双龙南街 1452、1454号 

联系电话：0579-82375678 

 

大连会展路营业部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3305、3306、2210 号 

联系电话：0411-84806561 84807398 

 

杭州营业部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688号明豪大厦 503室 

联系电话：0571-85180091 

 

长春营业部 

地址：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以东、公平路以南民丰地块二（上东.城市之光）第 5 幢 0

单元 610-611号房 

联系电话：0431-81300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