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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2019 年黄金运行的逻辑仍和 2018 年相似，货币金融属性和避险

属性将是两大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并且美国本身的情况依然可能产生

最重要的影响。从黄金的货币金融属性来看，2019 年美元指数下跌概

率较大，大致上呈总体下行的震荡格局。因 2019 年美国经济弱势会更

加明显，相对下行的概率较大，美联储加息立场将更加放松而不是收

紧。具体而言，美元指数可能在 2019 年 1 季度下探至 95 附近；2 季

度需视美国经济和政策变化，有可能进一步跌至 91 附近，也有可能回

升。全年的低点较难触及 2018 年的最低点 88 附近，但整体运行区间

会较 2018 年低；全年高点应出现在 1季度或 3季度，大致在 97-98

之间。从黄金的避险属性来看，一方面，预计 2019 年美国经济下行所

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同时由于风险源是美国本身，因此美

元的避险价值相对下降，黄金的避险价值相对上升；另一方面，2019

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将更加剧烈。尤其是欧洲和中东地区风险。

英国、法国、德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俄罗斯乌克兰问题和欧盟本身面

临的巨大压力，沙特、也门、伊朗问题等等，都有可能增加市场的恐

慌并提升投资者避险情绪。

因此，2019 年黄金大概率震荡偏强，高点有望突破 320 元/克，

甚至可能触及 340 元/克；低点可能在 260 元/克附近。操作上建议当

金价回调至 280 元/克以下即可进场、稳健投资者可以等待金价回调至

275 附近进场，目标 330 一线，止损 265 元/克.推荐指数 4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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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回顾

（一）沪金主力一年走势回顾：前三季度下跌第四季度走高

2018年，上期所黄金主力合约呈前三季度下跌第四季度走高的走势。前8个月呈下探趋势，在8月

17日收盘达到全年最低点263.40元/克，随后经历近一个月盘整，10月份开始进入强势。至12月24日，

涨至285.45元/克，较2017年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29日）收盘价277.80元/克，上涨约2.75%。如图1

所示。

图 1：沪金主力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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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MEX 金主力一年走势回顾：高开低走年末回升

2018年，COMEX黄金主力合约呈高开低走年末回升的走势，上半年运行区间较高，并在1月25日

和4月11日前后于盘中创出全年次高点1365.4美元/盎司和最高点1369.4美元/盎司。但二季度进入4月

下半月后，COMEX金主合约的运行区间就开始下降，下半年伊始，一路下滑至8月16日，收盘达到全年

最低收盘价1181.0美元/盎司，随后地位盘整，直至11月下半月才开始走高，至12月24日，收盘价为

1272.5美元/盎司。较2017年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29日）收盘价1305.1美元/盎司，下跌约2.50%。

如图2所示。

图 2：黄金外盘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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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元指数一年回顾：震荡走高

2018年，美元指数呈震荡走高的走势，先从年初开始下降，前4个月基本在88-90的低位徘徊，

鲜有超过91的情况；4月下旬开始启动上升走势，5月份进入92-94区间、6月份进入94-96区间、10月

份进入96-98区间。至12月24日，收盘升至96.576，较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29日）收盘92.279，

上涨约4.657%。如图3所示。

图 3：美元指数与黄金现货价格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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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金供需

（一）全球黄金供需平衡

2018年，全球黄金的供需缺口基本呈供大于求的态势。截至9月30日，全球黄金供需为过剩197.23

吨。如图4所示。

图 4：全球黄金供需平衡 2004.1-2018.9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黄金供应

从黄金供应来看，2018年黄金供应中，矿产金约占75%，再生金约占25%。截至9月30日，黄金产

量为1161.53吨，其中再生金306.28吨，矿产金818.4吨。

图 4：黄金供应量 2004.1-2018.9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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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金需求

2018年印度的黄金需求中，首饰金约占80%，净投资金约占20%。截至9月30日，首饰金需求约148.8

吨，净投资金的需求约34.4吨。

图 4：印度黄金需求 2004.1-2018.9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2018年大中华区的黄金需求中，首饰金约占70%，净投资金约占30%。截至9月30日，首饰金需求

约155.3吨，净投资金的需求约70.8吨。

图 5：大中华区黄金需求 2004.1-2018.9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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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的黄金需求中，首饰金约占55.6%，投资金约占20%，工业金约占8.8%。截至9月30日，

首饰金需求约535.7吨，净投资金的需求约194.9吨，工业金的需求约85.3吨。

图 6：全球黄金需求 2004.1-2018.9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黄金库存

库存方面，SHFE的黄金库存起伏较大，1月、6月和12月的库存较多，高点均突破了2000千克，最

高接近2500千克；3、4月间，10、11月间的库存较少，低点均低于1000千克。截至12月28日，库存为

2460千克。

图 7：SHFE 黄金库存 2018.1-2018.12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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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C的黄金库存起伏较小，基本在8万-9万盎司的区间，呈前高后低的微降趋势变动。截至12月

27日，库存为8364646.47盎司。

图 8：COMEC 黄金库存 2018.1-2018.9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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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分析和操作建议

2018年黄金的行情可以总结为先跌后涨，后半年一波较大的下跌行情。2018年金价运行的绝大

部分逻辑为其货币金融属性和避险属性，供求属性几乎不起作用。从而，美元指数和宏观事件冲击决

定了金价的走势。在这二者中，何为主何为次，并不确定。2018年来看，美元指数对黄金的影响更大。

因为美元本身也有很强的避险属性，当投资者避险情绪高涨时，未必会选择黄金，更多时候实际上首

选美元，除非风险源来自或主要来自美国。因此，美国本身情况对2018年的黄金走势的影响最为重要。

当美国经济在2018年上半年持续强劲至三季度初只是略显弱势迹象时，美元指数虽未明显上涨，但黄

金走势明显被压制；待美国经济于2018年三季度末至四季度出现弱势迹象明显加剧时，美元指数虽基

本维持高位，但黄金走势明显趋强。

2019年黄金运行的逻辑仍和2018年相似，货币金融属性和避险属性将是两大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并且美国本身的情况依然可能产生最重要的影响。从黄金的货币金融属性来看，2019年美元指数下跌

概率较大，大致上呈总体下行的震荡格局。因2019年美国经济弱势会更加明显，相对下行的概率较大，

美联储加息立场将更加放松而不是收紧。具体而言，美元指数可能在2019年1季度下探至95附近；2季

度需视美国经济和政策变化，有可能进一步跌至91附近，也有可能回升。全年的低点较难触及2018年

的最低点88附近，但整体运行区间会较2018年低；全年高点应出现在1季度或3季度，大致在97-98之

间。从黄金的避险属性来看，一方面，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下行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同

时由于风险源是美国本身，因此美元的避险价值相对下降，黄金的避险价值相对上升；另一方面，2019

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将更加剧烈。尤其是欧洲和中东地区风险。英国、法国、德国政治的不确定

性、俄罗斯乌克兰问题和欧盟本身面临的巨大压力，沙特、也门、伊朗问题等等，都有可能增加市场

的恐慌并提升投资者避险情绪。

因此，2019年黄金大概率震荡偏强，高点有望突破320元/克，甚至可能触及340元/克；低点可能

在260元/克附近。操作上建议当金价回调至280元/克以下即可进场、稳健投资者可以等待金价回调至

275附近进场，目标330一线，止损265元/克.推荐指数4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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