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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12 月收涨，新年度预计震荡为主 

投资策略建议：  

黄金： 

截至12月31日当周，COMEX期金涨0.98%至1901.6美元/盎司；

原油小涨；美元指数微跌，欧元兑美元持稳；美股集体上涨，道指

和标普500指数创历史新高。 

由于圣诞和新年假期，经济数据较少，除疫情情况外，消息面总体

平淡。美国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二周下降，中国12月官方

制造业PMI指标向好。韩国物价指标显示经济面临通缩风险。 

新的一周，关注各国制造业PMI指标和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当前

经济需求预期改善，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回升。预计风险资产受益，

黄金或继续震荡。建议仍以震荡思路对待。 

 

 

 

新的一周财经日历： 

2021-1-4 各国 美、欧、中、日各国制造业 PMI 指标 

2021-1-6 美国 11 月耐用品订单 

2021-1-7 中国 12 月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2021-1-7 美国 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2021-1-8 美国 12 月失业率和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2020.12.28-2021.1.1 

投资咨询部 

 

 

 

 



 

                                                                          黄金 | 策略报告 

 2 

∟.大类资产表现（12 月 28 日到 12 月 31 日） 

周五（1 月 1 日）为元旦假期，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多数休市。 

国内市场， 

沪金平台震荡整理，周线收十字星。截至周四（12 月 31 日）下午收盘，AU2106

报 397.6 元/克，一周涨 0.37%。 

上证指数一周震荡，收报 3473.07 点，周涨 2.25%；创 2018 年 2 月 6 日来新高。 

国际市场， 

COMEX 金价周涨 0.98%至 1901.6 美元/盎司；12 月累计涨 6.78%；2020 年全年

累计涨 24.85%。 

NYMEX原油期货 0.39%至 48.42美元/桶；12月涨 6.79%；2020年累计跌 20.7%。 

美股集体收涨，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创收盘新高。12 月，道指涨 3.27%，标普 500

指数涨 3.71%，纳指涨 5.65%。2020 年，道指涨 7.25%，标普 500 指数涨 16.26%，

纳指涨 43.64%，为 2009 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 

恐慌指数 VIX 总体平稳，最新指数 22.77。 

货币，美元指数周跌 0.44%，最新 89.9362。欧元兑美元最新报 1.2134。 

 

∟.金价影响因素分析 

黄金 ETF 持仓近一周回升；COMEX 期金投机性净多头寸连增三周。 

全球最大黄金 ETF-SPDR 持仓 12 月 31 日为 1170.74 吨，较一周前增加 3.21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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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性净多头寸 12 月 21 日为 27.8 万手，连增四周。 

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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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2 月 26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78.7 万人，连续第二周下降，预期 83.3

万人，前值 80.3 万人。 

中国经济向好势头继续巩固，2020 年 12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1.9，虽低于 11

月 0.2 个百分点，但继续位于年内较高水平。大、中型企业景气度好于小型企业。 

中国商务部表示，2020 年前 11 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0781.9 亿元，同比

下降 16.3%，总体趋稳，服务出口表现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知识密集型服务

贸易占比提高。 

韩国 2020 年 CPI 同比上涨 0.5%，全年涨幅连续两年低于 1%，为有记录以来首次。

韩国统计厅分析称，受疫情影响国际油价下降，石油类价格下跌，且保持社交距离措施

打压餐饮、休闲等个人服务价格水平。 

 

全球央行观察 

美联储 

据 CME“美联储观察”：美联储明年 1 月维持利率在 0%-0.25%区间的概率为

100%；明年 3 月维持利率在 0%-0.25%区间的概率为 100%。 

根据金十数据，美联储延长主体街贷款计划终止日期至 1 月 8 日，以获得更充足的

时间来处理直至 12 月 14 日的贷款申请。最近一周，美联储持有的主体街贷款项目资

金为 164 亿美元，企业信贷工具资金为 143 亿美元，市政债券工具资金为 62.8 亿美元。 

欧洲央行 

欧洲央行管委魏德曼称，预计利率政策的变动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预计第二波新冠

疫情不会导致比第一波更严重的经济损失，预计此次疫情期间德国的债务负担会小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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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 

央行行长易纲新年致辞称，目前银行已累计完成对 6 万多亿元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累计发放 3 万多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 3000 余万户经营主体，实现 1.5 万亿元

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目标。 

韩国央行 

韩国央行行长李柱烈表示，将维持宽松立场直至预计经济稳定复苏，2021 年将更

加关注金融稳定。 

 

∟.行情展望与建议 

截至 12 月 31 日当周，COMEX 期金涨 0.98%至 1901.6 美元/盎司；原油小涨；

美元指数微跌，欧元兑美元持稳；美股集体上涨，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创历史新高。 

由于圣诞和新年假期，经济数据较少，除疫情情况外，消息面总体平淡。美国当周

初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二周下降，中国 12 月官方制造业 PMI 指标向好。韩国物价指标

显示经济面临通缩风险。 

新的一周，关注各国制造业 PMI 指标和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当前经济需求预期

改善，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回升。预计风险资产受益，黄金或继续震荡。建议仍以震荡思

路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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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指标 

12 月 28日-12月 31日，金价小涨，美元微跌。 

12月31日，美国损益平衡通胀率为1.99%，延续缓步慢涨态势。 

12月31日，两年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0.13%、0.93%，较上周基本持平。 

截至12月26日当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为78.7万，较之前一周减少1.9万。 

图 1，COMEX黄金与美元指数 图 2，国债收益率与通胀预期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美国国债收益率 图 4，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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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库存 

2020年12月31日，上期所黄金库存2733千克，较之前一周持平。 

2020年12月31日，COMEX黄金库存3815.68万金衡盎司，较上周末略减少，总体在年内高点。 

图 5，上期所库存—黄金 图 6，COMEX库存—黄金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持仓 

全球最大黄金ETF-SPDR持仓12月31日为1170.74吨，较一周前增加3.21吨。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数据，对冲基金和基金经理持有的COMEX黄金投机性净多头寸12月21

日为27.8万手，连增四周。 

图 7，SPDR黄金 ETF持仓 图 8，COMEX黄金期货投机性净多持仓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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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 

截至12月31日当周，沪金波动率持稳，三个月年化波动率最高在12月29日达到21%。 

图 9，黄金期货历史波动率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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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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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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