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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黄金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 

----2019年 11 月贵金属市场展望 

2019 年 10 月 24 日 

要点提示： 

1、10月份市场风险偏好抬升，黄金震荡回落。 

2、美元指数出现明显回落，黄金美元相关性走弱。 

3、经济增速下行，全球降息潮持续，低利率支撑金价。 

4、多边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等事件继续阻碍全球经济发展。 

5、白银市场投机氛围消散，金银比价历史高位回落后陷入震荡。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全球整体经济增速下行。经济差的时候，黄金上涨居多。企业盈利较少，权益市场投资价

值减弱；央行和机构纷纷增持黄金，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低利率环境利好贵金属。今年已有30多个国家降息。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利息相当于

黄金的持有成本。 

风险事件此起彼伏，不确定性高。美国表示将制裁土耳其。英国不论以什么形式脱欧，英

国及欧盟经济都将受到巨大冲击，目前欧洲各主要经济体的领先指标已持续走弱。 

全球多边的贸易摩擦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美中、美欧、日韩的贸易摩擦都会冲击区域及

全球经济。一旦贸易冲突恶化，会导致投资者信心下滑，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比如阿根廷等等，已经陷入经济和货币危机。 

黄金作为一种储备和避险资产，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从资产配臵的角度，可以在个人投

资组合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黄金，起到分散风险和资产保值的作用。建议逢低建多黄金。 

  

 

 

http://www.ha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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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9年 10月贵金属行情回顾 

10月，黄金价格震荡并小幅回落。截至10月23日，沪金AU1912合约收报341.95

元/克，当月累计跌幅0.9%。 

国庆长假，美股大幅震荡，原油先连续下跌，后又大涨；月初，美欧各国制造

业领先指标偏弱，引发投资者担忧，黄金上涨。 

10月中旬开始，中美贸易磋商和英国脱欧释放乐观消息，美股、原油等风险资

产走强；美国零售及工业等指标不及预期，美元明显回落，黄金亦小幅下行。美元

和黄金的相关性近期趋弱，10月22日，黄金和美元的相关系数仅为-0.281。 

美元指数10月震荡下行，从99.6上方跌至97.5附近。造成美元下跌的原因包括：

英国脱欧谈判有进展，英镑反弹；美国经济指标不及预期，市场预计10月底美联储

降息概率高；特朗普遭到弹劾等带来政治不确定性，动摇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图1：国际金价在十月份震荡回调（图为2019年4月22日-2019年10月22日）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表1：黄金及其他一些资产的两两相关性（2019.10.22） 

 欧元 美元 人民币 黄金 原油 

欧元 1.000     

美元 -0.923 1.000    

人民币 -0.216 0.258 1.000   

黄金 0.202 -0.281 -0.214 1.000  

原油 0.066 -0.137 -0.083 0.042 1.000 

数据来源：世界黄金协会、COM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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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黄金和美元                                     图3：VIX指数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图4：沪金活跃合约在10月震荡回落                      图5：沪银活跃合约在10月震荡回落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  影响因素分析 

2.1  央行和ETF的购金热情持续增加 

世界黄金协会称，各国央行黄金需求势不可挡。 

2019年8月，全球各国央行购金总量62.1吨，而出售黄金总量仅4.8吨，净购金

量达到57.3吨，比7月的数量明显增加。2019上半年，全球央行总计增加黄金储备

374.1吨，其中，一季度149.7吨，二季度224.4吨。 

截至2019年8月，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共计34392.65吨，其中，欧元区（包括欧

洲央行）共计10775.9吨，占其外汇总储备的57.3%；第四轮央行售金协议（CBGA）

签约国共计11941.8吨，占其外汇总储备的32.3%。 

中国央行9月末的黄金储备达到6264万盎司，当月增加19万盎司，已经是连续

第十个月增持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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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全球央行购金量大幅增长，推升黄金需求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金属聚焦公司;世界黄金协会 

机构投资者对黄金投资的热情依然很高。 

2019年9月，全球黄金ETF及类似产品净流入39亿美元，黄金总持仓量增加75.2

吨，创下2,808吨的历史新高。当前的总持仓量甚至超过了2012年年底的水平，而

当时金价比目前高出18% (约在1,700美元/盎司)。北美地区黄金ETF在9月份的净流

入占据全球总量的83%。 

在过去四个月强劲净流入推动下，今年截至9月底，全球黄金ETF持仓量上升368

吨（+179亿美元，+13.4%）。 

表2：9月全球各地区黄金ETF流量 

地区 增长量 增长额 增长百分比 

北美地区 持仓量上升 62 吨 +31 亿美元 +4.5% 

欧洲地区 持仓量上升 7.7 吨 +5.86 亿美元 +1% 

亚洲地区 持仓量上升 3.9 吨 +1.87 亿美元 +4.6% 

其他地区 持仓量上升 1.5 吨 +0.71 亿美元 +4.3% 

数据来源：世界黄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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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投机性净头寸总体保持增加态势，9月24日突破31万手，10月1日回落至27万手，

10月8日至27.6万手。在4月底，该指标仅有3.7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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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不同黄金市场的成交量也在高位。9月全球黄金成交量约为1830亿美元/

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合约上升至200亿美元/日，远高于2018年的平均水

平（30亿美元/日）。 

图7：SPDR黄金ETF持有量                             图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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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不乐观，降息潮或持续 

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刷新金

融危机以来新低。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商界认为美国经济继续扩张，但许多企业已

下调对前景的预估；虽然家庭开支仍然稳健，但制造业持续下滑；贸易关系紧张和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拖累美国经济活动。 

图9：美国CPI                                       图10：美国Markit制造业PMI指数跌至50下方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具体数据方面，美国9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表现疲弱，远低于市场预期，且录

得7个月以来的首次下滑，主要因美国家庭大幅削减建筑材料、网上购物、尤其是

汽车消费支出。同时，近期公布的新屋开工、工业产出和制造业数据等也不及预期。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在《世界经济展望2020》中表示，不管英国有协议脱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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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协议脱欧，英国经济在未来多个季度陷入萎缩是难以避免的。 

全球央行降息潮仍在持续。今年已有30多个国家降息。10月份，澳大利亚、印

度、韩国等央行降息。美国和欧洲央行目前也倾向于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会议纪

要显示，多数决策者在9月会议上支持降息的必要性；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降

息10个基点得到大多数委员支持；多数委员支持重启量化宽松。 

9月17日，负责执行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的纽约联储开启 “隔夜回购操作”，

每天750亿美元，连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同时伴有少量14天期回购操作。原定计

划持续到10月10日。10月初，纽约联储宣布将隔夜回购操作延续至11月4日，并加

入更多期限的回购操作，同时逐步扩张资产负债表，双管齐下向金融市场投放货币。 

图11：美债收益率走低且长短利差缩窄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3  外汇市场--美元大幅回落 

美元指数10月震荡下行，从99.6上方跌至97.5附近。造成美元下跌的原因包括：

英国脱欧谈判有进展，英镑反弹；美国经济指标不及预期，市场预计10月底美联储

降息概率高；特朗普遭到弹劾等带来政治不确定性，动摇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2.4  多边贸易摩擦持续 

WTO航空补贴案，美国将对欧盟飞机征收10%报复性关税，对欧盟农产品、工业

品征收25%关税。还有日本和韩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贸易冲突，一直在升级。中美10

月份的第十三轮高级别贸易磋商虽释放乐观信号，但前景依然不明朗，美商务部将

28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包括8家企业，均为人工智能公司，

高科技领域的争夺依然激烈。另外，10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下令对土

耳其官员实施制裁；将会把对土耳其的钢铁关税提高至至多50%。贸易摩擦呈现扩

大化、复杂化的趋势，将对多国经济、政治带来负面影响。 

2.5  金银比价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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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银价大幅拉涨，创六年新高。9月到10月，中美贸易磋商取得进展、英国

可能顺利脱欧和原油供应缺口增加等消息引发市场风险偏好抬升，贵金属总体趋弱，

白银市场投机氛围消散。稍长周期来看，在经济下行和低利率大背景下，黄金上行

潜力仍然比白银大。建议逢低做多金银比价。 

图12：伦敦现货金银比价                              图13：国内期货金银比价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  2019年 11月市场展望 

全球整体经济增速下行。经济差的时候，黄金上涨居多。企业盈利较少，权益

市场投资价值减弱；央行和机构纷纷增持黄金，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低利率环境利好贵金属。今年已有30多个国家降息。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

利息相当于黄金的持有成本。 

风险事件此起彼伏，不确定性高。美国表示将制裁土耳其，包括加征关税等等。

英国脱欧最后期限在10月31号，不论以什么形式脱欧，英国及欧盟经济都将受到巨

大冲击，目前欧洲各主要经济体的领先指标已持续走弱。 

全球多边的贸易摩擦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美中、美欧、日韩的贸易摩擦都会

冲击区域及全球经济。一旦贸易冲突恶化，会导致投资者信心下滑，给全球经济增

长带来负面影响。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比如阿根廷等等，已经陷入经济和货币危机。 

黄金作为一种储备和避险资产，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从资产配臵的角度，可

以在个人投资组合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黄金，起到分散风险和资产保值的作用。 

建议逢低建多黄金。 

风险点在于，10月底是英国脱欧最后期限，也是美联储新一次议息会议的时间，

如果脱欧顺利，或者美联储宽松力度不及预期，会对贵金属市场带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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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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