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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 展望 5月白银的基本面，美元强势是贵金属上涨的一大阻力，但是目

前美元从短期来看，上涨动力不足，26 日公布的美国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

季环比初值 3.2%，远超预期的 2.3%，美元也未受到数据的利好影响，一路

下滑。整体来看，在 5月份，美元很难维持 4月份强势的局面。从贵金属

的避险属性来看，美元与金银在 4月的某一阶段出现了同步上涨的现象，

这种现象就说明投资者目前对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仍不乐观，全球主要央行

对利率的态度愈发鸽派，国际贸易局势不确定性仍存，这都对贵金属形成

一定的支撑。另外，5月英国脱欧仍是关注重点。无协议脱欧可能性增加，

金银避险需求重燃。从白银的工业属性来看，在三月初，东方日升与西班

牙光伏巨头 OPDEnergy 就 261MW 项目开发签署合作协议，光伏需求仍可期。

同时有色金属的小幅反弹也给白银带来了一定的支撑。

2、 综上所述，货币金融属性及工业属性均利多白银，因此白银大概率维

持震荡中攀升的态势。从技术分析来看，沪银 1912 合约在 5月的运行区间

为 3500 - 3800。白银价格 5月运行的特点为：短期内空头势力转弱，多头

动能卷土重来，白银表现出跌不动涨得快的特征，可以断定白银多头行情

有启动迹象。白银不建议短线交易者参与，。操作上，建议大家可以布局

中长线的白银多单，沪银 1912 合约 3560 附近入场多单，目标 3800，止损

3500。白银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轻仓小幅长线持有.交易中，一定

要顺势操作，严格遵守止损止盈，做好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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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白银四月行情回顾

4 月，因美国数据强劲，部分缓解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形势的担忧，提振美元。强势美元的回归

打压金银，白银一度跌至 3500 整数关口支撑，最低点至 3468 元/千克。但在四月中下旬，白银表现

出了较强的抗跌性，黄金不断刷新年内新低，沪银维持小幅震荡。

图1-1：COMEX银与沪银主力行情走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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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五月基本面展望

一、美元或将高位回落，提振贵金属

从贵金属的货币金融属性来看，美元强势是贵金属上涨的一大阻力，但是目前美元从短期来看，

上涨动力不足，26 日公布的美国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初值 3.2%，远超预期的 2.3%，美元也未

受到数据的利好影响，一路下滑。美国一季度 GDP 增长的一半以上（约 1.7%）都来自于来自不稳定的

库存和贸易类别，这是一个重要的警告，意味着增速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回落；并且对国内私人采购

商的最终销售----不包括贸易、库存和政府----仅增长 1.3%，为 2013 年以来最差；消费者支出增长

从 2.5%降至 1.2%(尽管仍高于 1%的预期)，反映出轻型卡车和服务的销售放缓。此外，4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初值仅为 1.3%，较前值 1.8%大幅下降。这些都预示美国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仍多，推动

经济增长的因素则可能是一次性的，二季度重新出现弱势的可能较大，美元可能会重新受到拖累、高

位回落的概率不小。

表1-1：国际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指标及中国的相关情况

PMI

（制造业）

PMI

（服务业）

失业率

（%）

GDP

（不变价，同比或环

比，%）

经济体 本月 上月 变化 本月 上月 变化 本月 上月 变化 本季 上季 变化

美国 55.3 54.2 1.1 56.1 59.7 -3.6 3.8 3.8 0 3.2 2.2 1.0

欧元区 47.5 49.3 -1.8 53.3 52.8 0.5 7.8 7.8 0 0.2 0.1 0.1

日本 49.2 48.9 0.3 52.0 52.3 -0.3 2.5 2.3 0.2 1.9 -2.4 4.3

英国 55.1 52.1 3 48.9 51.3 -2.4 3.9 3.9 0 0.9 2.8 -1.9

印度 52.6 54.3 -1.7 52 52.5 -0.5 - - - 1.6 1.49 0.11

中国 50.5 49.2 1.3 54.8 54.3 0.5 5.2 5.3 -0.1 6.4 6.4 0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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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缘政治热点事件升温，支撑贵金属

从贵金属的避险属性来看，地缘政治热点事件可能进一步升温，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制裁或继

续发酵、法国“黄背心”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斯里兰卡爆炸案的连锁影响如何尚未可知、印巴之

间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性犹存等，对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都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另外美元与金银在 4月的某一阶段出现了同步上涨的现象，这种现象就说明投资者目前对全球经

济发展形势仍不乐观，全球主要央行对利率的态度愈发鸽派，国际贸易局势不确定性仍存，这都对贵

金属形成一定的支撑。

三、金银比处在区间上沿，白银或将迎来补涨行情

从金银比来看， 2018 年开始，金银比一直处在 80 以上。金银比的分析要结合每个阶段的特点来

看。金银比很难再回到 10 年前的 40 了，它在长期会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主要是 由于央行会购买

黄金作为储备而不是白银。但是考虑到金银的联动性，金银比也不会偏离太多，上界关注 83 附近。

目前的金银比显示白银还处在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白银大概率在短期内迎来一波补涨行情。

图2-1：金银比与伦敦银现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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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需求可期，利多白银价格

从白银的工业属性来看，在三月初，东方日升与西班牙光伏巨头 OPDEnergy 就261MW 项目开发

签署合作协议，光伏需求仍可期。同时有色金属的小幅反弹也给白银带来了一定的支撑。

图2-2：集成电路产量 单位： 万块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第三部分 五月投资建议

综上所述，货币金融属性及工业属性均利多白银，因此白银大概率维持震荡中攀升的态势。从技

术分析来看，沪银 1912 合约在 5月的运行区间为 3500 - 3800。白银价格 5月运行的特点为：短期内

空头势力转弱，多头动能卷土重来，白银表现出跌不动涨得快的特征，可以断定白银多头行情有启动

迹象。白银不建议短线交易者参与。操作上，建议大家可以布局中长线的白银多单，沪银 1912 合约

3560 附近入场多单，目标 3800，止损 3500。白银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轻仓小幅长线持有，

交易中，一定要顺势操作，严格遵守止损止盈，做好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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