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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货币政策继续支撑金价 

投资策略建议：  

黄金： 

截至5月21日当周，COMEX期金上涨2.38%至1881.8美元/盎司。
美元、原油、铜收跌，黄金延续涨势，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最新为
1.625%。 

经济基本面，中国4月经济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回落，但从两年平均
增速和环比增速看，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定恢复态势。美国就业及
制造业数据向好。 

政策方面，近期国内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且波动加剧，引起对货币
政策前景的猜想。总体，由于全球疫情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依然
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预计随着全球经济恢复和疫苗接种率提升，市场风险偏好将保持较
高水平，利空金价。当前宽松货币政策对金价有一定支撑。建议震
荡思路对待黄金价格。 

 

 

 

新的一周财经日历： 

2021-5-25 德国 第一季度 GDP 

2021-5-25 美国 4 月新房销售 

2021-5-26 新西兰 5 月利率决议 

2021-5-27 美国 
4 月耐用品订单、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一季度 GDP（预估） 

2021-5-28 欧元区 5 月经济景气指数 

 

	  

 

2021.5.17-2021.5.21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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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资产表现（5 月 17 日到 5 月 21 日） 

国内市场，  

沪金 AU2112 周五下午收 392.36 元/克，周涨 2.34%。 

沪银 AG2106 周五下午收 5786 元/千克，周涨 1.9%。 

上证指数拉高后回落，最新指数点 3486.56 点，周跌 0.11%。 

国际市场， 

COMEX 期金，收报 1881.8 美元/盎司，周涨 2.38%。 

COMEX 期银，收报 27.66 美元/盎司，周涨 1.08%。 

NYMEX 原油期货 7 月合约，收报 63.88 美元/桶，周跌 2.28%。 

美三大股指一周涨跌不一，道指跌 0.51%，标普 500 指数跌 0.43%，纳指涨 0.31%。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最新在 1.625%。 

美元指数最新为 90.0321，周跌 0.31%。 

 

∟.宏观热点事件 

全球健康峰会召开。中国宣布继续支持全球团结抗疫新举措，中国将在未来 3 年内

再提供 30 亿美元国际援助；中国已宣布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 

欧洲议会表示，已冻结有关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商务部认为，中欧投资协定

是一项互惠互利的协定，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两次聚焦大宗商品价格问题。以黑色系品种为代表的大宗

商品连续拉高后大幅震荡，经济复苏预期、海外供给变化、碳中和碳达峰规划等因素或

是推动市场走势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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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黄金白银 ETF 持仓持续回落。 

全球最大黄金 ETF-SPDR 持仓 5 月 20 日为 1037.09 吨，较前一周末增加 8.73 吨，

5 月份以来连续回升。 

全球最大白银 ETF-SLV 持仓 5 月 20 日为 17821.15 吨，较前一周末增加 222.18

吨。 

 

经济数据 

美国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 61.5，创新高，预期 60.2，前值 60.5。 

欧元区 5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62.8，预期 62.5，前值 62.9。 

德国 5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64，预期 65.9，前值 66.2。 

美国 5 月 15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44.4 万人，预期 45 万人，前值上修。 

美国 4 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 156.9 万户，预期 171 万户，前值 173.9 万户。 

美国 5 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为 24.3，预期 23.9，前值 26.3。 

中国 4 月经济数据出炉，主要指标同比增速明显回落，消费恢复程度不及预期。从

两年平均增速和环比增速看，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全球央行观察 

美联储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美国经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离美联

储的目标还很远。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在今年夏天发布有关美国数字货币的报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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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点关注发行美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可能性。 

美联储哈克表示，失业救济金将在未来几个月耗尽，美联储应该尽早开始讨论缩减

购债规模的问题；需要谨慎、有条不紊地退出宽松政策，这样才不会让市场感到意外。 

欧洲央行 

欧洲央行副行长金多斯称，近期数据表现更乐观，6 月货币政策决定将取决于数据

表现。 

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日本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很高，最大风险是新冠疫情发

展以及疫情对国内外经济影响，将维持强有力宽松政策；预计日本不会重返通缩状态。 

澳洲联储 

澳洲联储会议纪要称，加息条件最早要到 2024 年才能满足，在实际通胀持续在

2-3%目标区间之前不会加息；恢复充分就业为货币政策重中之重。 

 

∟.行情展望与建议 

截至 5 月 21 日当周，COMEX 期金涨 2.38%至 1881.8 美元/盎司。美元、原油、

铜收跌，黄金延续涨势，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最新为 1.625%。 

经济基本面，中国 4 月经济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回落，但从两年平均增速和环比增速

看，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定恢复态势。美国就业及制造业数据向好。 

政策方面，近期国内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且波动加剧，引起对货币政策前景的猜想。

总体，由于全球疫情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依然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预计随着全球经济恢复和疫苗接种率提升，市场风险偏好将保持较高水平，利空金

价。当前宽松货币政策对金价有一定支撑。建议震荡思路对待黄金价格。 



 

                                                                          黄金 | 策略报告 

 5 

∟.宏观经济指标 

5 月 19 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达 7.92 万亿美元，较上一周增加 0.092 万亿美元，历史高位。 

5 月 20 日，十年期通胀指数国债（TIPS）收益率为-0.78%；隐含的通胀预期为 2.41%。 

5 月 20 日，两年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 0.15%、1.63%。 

截止 5月 15日当周，美国周度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44.4 万人，较之前一周减少 3.4万人。 

图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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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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市场指标 

5 月 17 日-5月 21 日， 

VIX 指数主要在 20-22 之间。 

美元、原油及铜回落，金价收涨。 

图 5，COMEX 黄金与美元指数 图 6，CBOE波动率—VIX 指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7，NYMEX 原油期货 图 8，LME 铜期货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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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库存 

2021年5月20日，上期所黄金库存3528千克，较之前一周减少72千克。 

2021年5月20日，COMEX黄金库存3451.2万金衡盎司，较上周末减少2.3万金衡盎司，继续回落。 

图 9，上期所库存—黄金 图 10，COMEX 库存—黄金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021年5月20日，上期所白银库存2427897千克，较上周末减少25887千克，继续回落。 

2021年5月20日，COMEX白银库存35485万金衡盎司，较上周末减少376.8万金衡盎司，继续回落。 

图 11，上期所库存—白银 图 12，COMEX 库存—白银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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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持仓 

全球最大黄金ETF-SPDR持仓5月20日为1037.09吨，较前一周末增加8.73吨，5月份以来连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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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

为19.23万手，较之前一周增加2.15万手。 

图 13，SPDR黄金 ETF持仓 图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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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最大白银ETF-SLV持仓5月20日为17821.15吨，较前一周末增加22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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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投机性净多头寸5月11日

为52843手，较之前一周增加4976手，连增六周。 

图 15，SLV白银 ETF持仓 图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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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