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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指数 VIX 拉升，黄金继续震荡 

投资策略建议：  

黄金： 

截至1月29日当周，COMEX期金跌0.34%至1849.8美元/盎司；原
油小幅下跌，美股全线调整；VIX指数明显拉升。美元继续呈现企
稳迹象。 

数据方面，美国2020全年GDP增速为-3.5%；2020年第四季度实
际GDP初值年化环比升4%。美国截至1月23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
数84.7万，预期87.5万，前值90万。 

新的一周，关注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和制造业PMI指标。当前整体
经济需求预期改善，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回升。近期美股市场波动加
剧，A股也出现调整，但黄金避险属性趋弱。随着经济结构逐步调
整并适应疫情形势。预计风险资产继续受益，黄金或保持震荡。疫
情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建议仍以震荡思路对待。 

 

新的一周财经日历： 

2021-2-1 美国 1 月 ISM 制造业 PMI 

2021-2-2 欧盟 四季度 GDP 

2021-2-3 美国 1 月 ADP 就业人数 

2021-2-4 美国 12 月耐用品订单、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2021-2-5 美国 1 月失业率和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2021.1.25-2021.1.29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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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资产表现（1 月 25 日到 1 月 29 日） 

国内市场， 

沪金 AU2106 合约窄幅波动，周五（1 月 29 日）下午收盘报 388.34 元/克，一周

跌 0.61%。周五夜盘跌 0.32%至 386.94 元／克。 

上证指数近一周明显回调，最新为 3483.07 点，一周跌 3.43%。 

国际市场， 

COMEX 金价周跌 0.34%至 1849.8 美元/盎司。 

NYMEX 原油期货周跌 0.25%至 52.14 美元/桶。 

美股一周全线下跌，道指跌 3.27%，标普 500 指数跌 3.31%，纳指跌 3.49%。美

股市场散户与机构对决，引发市场波动加剧。 

恐慌指数 VIX 明显抬升，最新 33.09。 

货币，美元指数近一周持稳，最新 90.5382。 

央视新闻报道，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 1 月 28 日 17 时

05 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1 亿例；累计死亡病例 2158761 例。 

 

∟.金价影响因素分析 

黄金 ETF 持仓连降三周；COMEX 期金投机性净多头寸趋势性不强。 

全球最大黄金 ETF-SPDR 持仓 1 月 28 日为 1164.79 吨，较前一周末减少 8.46 吨，

连降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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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9 日为 24.66 万手，较之前一周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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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 

美国 2020 年第四季度实际 GDP 初值年化环比升 4%，预期升 4%，前值 33.4%；

GDP 平减指数初值升 2%，预期升 2.2%，前值升 3.5%；年化实际 GDP 为 187803 亿

美元，前值 185965 亿美元。美国 2020 年全年 GDP 增速录得-3.5%，为 2009 年以来

首次录得负值，且创 1946 年以来新低。 

美国截至 1 月 23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84.7 万，预期 87.5 万，前值 90 万；初

请失业金人数四周均值 86.8 万，前值 84.8 万。 

美国 2020 年 12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升 0.2%，预期升 0.9%，前值升 1%； 

英国去年 12 月失业率 7.4%，失业金申请人数 0.7 万人。至 11 月三个月 ILO 失业

率为 5%，创 2016 年 4 月以来新高。 

IMF 报告指出，截至去年底，全球抗疫财政支持接近 14 万亿美元，公共债务占全

球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19 年 10 月的 84%飙升至去年底的 98%。2020 年，发达

经济体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将达到 13.3%，新兴市场为 10.3%，低收入国家为 5.7%。 

联合国发布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复苏，增幅预计为 4.7%；中国经济预

计将增长 7.2%，并带动东亚地区整体增长 6.4%。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冲击，去年全

球经济萎缩 4.3%，远超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萎缩幅度。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降幅高达

5.6%，发展中经济体萎缩 2.5%。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 FDI 总额约为 8590 亿

美元，同比大幅缩水 42%；但中国 FDI 逆势增长 4%，达 1630 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

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1 年全球 FDI 增长预计仍将疲弱，2022 年有望复苏。 

全球央行观察 

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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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wind 资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布会要点：1、美联储采取高度宽松的政策是

非常合适，在目标实现之前保持宽松政策；2、现在谈论缩减购债还为时过早，将是渐

进的，如有必要可增强前瞻性指引；3、美联储将在通胀上扬时保持耐心，相比通胀回

暖，更担忧经济复苏；4、紧急借贷工具仍可用，倾向于使用宏观审慎工具来处理金融

稳定问题；5、尚未与财政部讨论那些应急工具，财政政策绝对必要，财政支持有助于

抵御经济低迷；6、实际失业率接近 10%，疫情之后，仍需帮助失业人群重返就业岗位。 

中国央行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撰文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坚持

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就业目标，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要不断完善基

础货币投放的方式、渠道、工具等相关机制，稳妥调整和接续特殊时期出台的应急政策。

促进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 

 

∟.行情展望与建议 

截至 1 月 29 日当周，COMEX 期金跌 0.34%至 1849.8 美元/盎司；原油小幅下跌，

美股全线调整；VIX 指数明显拉升。美元继续呈现企稳迹象。 

数据方面，美国 2020 年 GDP 增速为-3.5%；第四季度实际 GDP 初值年化环比升

4%。美国截至 1 月 23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84.7 万，预期 87.5 万，前值 90 万。 

新的一周，关注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和制造业 PMI 指标。当前整体经济需求预期

改善，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回升。近期美股市场波动加剧，A 股也出现调整，但黄金避险

属性趋弱。随着经济结构逐步调整并适应疫情形势。预计风险资产继续受益，黄金或保

持震荡。疫情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建议仍以震荡思路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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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指标 

1 月 25 日-1月 29 日，金价偏弱震荡，美元略回升。 

1月27日，美国损益平衡通胀率为2.08%，较上周末基本持平。 

1月28日，两年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0.12%、1.07%，较一周下降1-3BP。 

截至1月23日当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为84.7万，较之前一周减少6.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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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 | 策略报告 

 6 

∟.黄金库存 

2021年1月29日，上期所黄金库存4029千克，近一周大幅增加近1000千克。 

2021年1月29日，COMEX黄金库存3872万金衡盎司，较上周末略减，仍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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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为1164.79吨，较前一周末减少8.46吨，连降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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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

为24.66万手，较之前一周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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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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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