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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需求平稳；同比增加
6.2吨

第三季度黄金需求为964.3吨，同比仅
增加6.2吨。强劲的央行购买和13% 
的消费需求增长抵消了ETF的大规模
流出。

由于利用黄金价格下跌的机会，并为了寻求对货币疲软和股市暴跌的保护，
个人投资者的金条和金币需求飙升28%至298.1吨。第三季度，金饰需求增
长了6%，原因是较低的价格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央行买家购
入黄金，使这部分需求也同比上涨22%至148.4吨，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高
季度净购买量。科技用金需求连续第八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第三季度上升
1%。而黄金ETF的大幅流出则抵消了大部分黄金市场的需求增长。

要点
金条和金币投资者利用价格下跌
的机会进行投资；需求同比增长
28%。股市波动和货币疲软提
振了许多新兴市场的需求。中
国——世界上最大的金条和金币
市场——需求同比上升了25%。
同时，伊朗的需求达到5年半以
来的最高点。

第三季度金饰需求在价格的带动
下同比增长6%。7月及8月黄金
价格的下跌，鼓励了对价格敏感
的消费者逢低买进。印度和中国
金饰需求的增长压过了中东的
疲软。

第三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增长
148.4吨，同比上升22%。无论
是在季度还是年初至今的统计维
度上，这都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
高净购买量，另外购金的央行数
量上升也使这一增长令人瞩目。

第三季度科技应用领域的黄金
需求同比上升1%，至85.3吨。
这是连续第8个季度实现需求增
长，主要受到智能手机、服务器
和汽车等电子产品中黄金使用需
求的推动。

黄金ETF在第三季度减少103.2
吨。与2017年同期13.2吨的流入
量对比，本季度形成了116吨的
净流出量，这是自2016年第四季
度以来首次出现总量为净流出的
季度。受风险偏好、美元走强和
价格驱动的势头等推动，北美地
区占了73%的流出量。

获取更多资讯，请联系：�
marketintelligence@gold.org

强劲的央行和消费者需求抵消了黄金ETF的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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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金价下跌吸引消费
者，促使金饰需求增长6%
• 印度金价下跌吸引了逢低买入者，金饰需求增长10%

• 在七夕节的推动下，中国的需求继续增长

• 一些中东市场的需求出现大幅下滑

吨 2017年第三季度 2018年第三季度 同比变化%

全球总量 505.8 535.7   6%

印度 134.8 148.8   10%

中国 158.5 17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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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下跌成为很多市场的买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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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年1月1日指数水平 = 100

来源：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Datastream；世界黄金协会 

1  www.gold.org/research/market-update/gst-impact-on-indias-gold-market 
www.gold.org/research/gold-demand-trends/gold-demand-trends-q3-2017/jewellery

价格敏感型消费者逢低买入，推高了第三季度的需求。
金饰需求同比增长6%至535.7吨。印度、中国和多个东
南亚市场都出现了可观的同比增长，伊朗、土耳其和阿
联酋的需求则大幅下滑。

印度

印度的金饰需求连续两个季度同比下跌，在第三季度增
长10%至148.8吨。虽然该季度需求旺盛——与147.5吨
的5年季度均值基本持平——但这个同比增幅应该与需求
较为疲软的2017年第三季度相比。去年第三季度需求惨
淡，原因在于，为了应对新出台的全国性商品服务税，
一些消费者在第二季度提前进行购买。2017年8月，印
度《防止洗钱法案》扩大监管范围，适用于珠宝首饰行
业，令金饰零售商疲于应对。1

http://www.gold.org/research/market-update/gst-impact-on-indias-gold-market
http://www.gold.org/research/gold-demand-trends/gold-demand-trends-q3-2017/jewe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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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度的需求在8月初获得提振，当时印度国
内金价跌穿每10克29,700印度卢比——这是1月以来的
最低水平。这吸引了逢低买入的消费者，他们一直在等
待一个良好的入市时机。由于印度卢比兑美元贬值，8月
中旬国内金价暴涨。传统节日和结婚季过后，需求在8月�
底和9月放缓。在不吉利的祭祖节（Shraaddh，又称
PitruPaksha）期间，消费者暂停购买黄金，金饰需求进
一步放缓。2

第三季度的洪灾对喀拉拉邦的金饰需求仅产生了轻微影
响。重要的黄金购买中心喀拉拉邦7月和8月发生的严重
洪灾对黄金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该地区的金饰商反映
了欧南节(Onam)期间不温不火的销量。3 但该季度的婚
礼支撑了需求，帮助抵消了洪灾的影响。

8月的黄金跌价虽然有助于提振该行业，但突显了珠宝商
面临的一个结构性挑战。零售商提高销量的主要战略一
直是低价促销。例如，在节日期间提供价格折扣或有吸

引力的黄金以旧换新计划。虽然一些有组织的大型零售
商培育了品牌，但几乎没有投入有针对性的品牌营销活
动。消费者的品位不断变化，来自其他产品类别的竞争
也不断加强，金饰行业必须确保开发出符合潜在消费者
需求的产品和营销活动。

中国

第三季度中国金饰需求总量达到174.2吨，同比增长10%。
需求受益于该季度的七夕节和中秋节，但7天国庆假期的
销量却乏善可陈，因为消费者选择了旅游而不是购物，
尤其是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消费者。

七夕节（中国的情人节）的金饰销量强劲。近年来，所有
产品类别的零售商都将这个节日当成一个购物时机来开
发，这个战略在年轻消费者当中被证明尤其有效。虽然台
风山竹对深圳和香港一年一度的主要珠宝展览会产生了轻
微影响，但多家制造商仍然表示销量有可观的增幅。

2 宗教意义中，在这两周内印度教徒购买黄金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3 欧南节(Onam)是喀拉拉邦的秋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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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彰显传统24K制金工艺的“古法金”的出现与成功，是中国当代金饰市场的创新典范。

零售商延续了近年来的趋势，更善于创新产品。3D硬
金产品的表现再次超越所有其他产品类别。3D硬金产
品对零售商和消费者都有吸引力，为前者提供了高利润
率，为后者提供了时尚设计。24K黄金的需求——依然
是最大的细分市场——在日益丰富的产品组合推动下也
出现了明显涨幅，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品位转向了更高
端的产品。4 9999和99999（分别是纯度为99.99%和
99.999%的黄金）等超高纯度产品也表现良好，虽然需
求似乎不高。

中东和土耳其

面对地缘政治压力，中东金饰需求依然低迷，同比下滑
12%至37.7吨。伊朗的金饰需求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该地
区最大跌幅，第三季度同比下滑近60%。该国遭受新的
经济制裁，伊朗里亚尔大幅贬值，致使年初至今的需求
缩减了36%。相比之下，免收增值税的金条和金币受益
于避险买入。详情请阅读“投资”部分。

第三季度不断上涨和波动的金价致使土耳其的需求同比
暴跌31%。在充满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该季
度的金价走势促使消费者继续观望。国内金价在年初达
到最高点后，8月中旬再次大涨至273土耳其里拉/克的
日内高点，当时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跌至史上最低水平。
这催生了一波回收潮，而不是新的金饰（和投资）购买
量。由于整个第三季度期间的价格波动性都很高，金饰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受到影响。

埃及以17%的金饰需求同比增幅脱颖而出。这标志着近
年来陷入低迷的埃及市场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增长，虽
然是与一个低基数时期相比。金饰购买量增长的原因是
该国的经济状况不断改善。埃及镑企稳——此前在5月下
跌超过1.5%——并且消费者如今习惯了较高的金价（在
第三季度略有下跌），这也有利于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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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金饰需求南辕北辙。阿联酋的金
饰需求跌至6吨（同比下滑13%），原因是该市场继续
受到去年出台的5%增值税、整体经济下行和失业担忧的
影响。印度卢比的贬值也影响了阿联酋重要的印度籍群
体的需求。阿联酋金饰需求的走向依然存疑，尤其是正
值一些零售商首次出现亏损之际。沙特阿拉伯的金饰需
求同比增长7%至11.9吨。由于沙特里亚尔与美元挂钩，
国内消费者可以获得金价下跌带来的所有好处，与此同
时，日益上涨的油价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西方国家

美国的金饰需求依然旺盛，在第三季度增长4%至28.3
吨。整个季度经济信心高企，标普 500 指数上涨超过
7% 。这帮助增加了可支配的金饰支出，尤其是素黄金
饰品。蒂芙尼(Tiffany’s)和Signet等零售商最近几个月都
有盈利，为美国金饰市场的更乐观前景提供了支撑。

整个欧洲的金饰需求在该季度几乎不变，同比增长1%至
12.7吨。但国家层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法国和意大利都
出现了经济停滞，世界杯让法国人分心，影响了金饰需
求。在英国，退欧引发的不确定性依然压制着需求。

亚洲其他地区

东亚和东南亚金饰需求增加。在第三季度，所有亚洲主
要市场金饰需求的增长都是国内金价下跌直接促成的。

在泰国，对货币进一步贬值的担忧和国际金价的下跌吸
引了渴望逢低买入的消费者，使金饰需求增长12%至�
3.1吨。对本币进一步贬值的担忧提振了黄金销量，尽管
最近几个月的本币小幅升值。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金饰需
求都同比增长了11%，主要原因是国内金价下跌，而对
印尼卢比进一步贬值的担忧支撑了印尼的避险买入。受
益于金价下跌、强劲的国内经济增长和本地货币疲软，
越南的金饰需求同比增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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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金为依托的ETF遭遇 
大量卖出；金条和金币需 
求暴涨
• 第三季度ETF流出103.2吨。北美占了流出量的73%，
原因是投资者专注于上涨的股票和强劲增长的经济

• 世界各地的金条和金币投资者都趁金价下跌买入；�
需求同比增长28%

• 股市波动和货币疲软推高了许多新兴市场的需求

吨 2017年第三季度 2018年第三季度 同比变化%

投资 246.2 194.9   -21%

金条和金币总需求量 233.0 298.1   28%

 印度 31.0 34.4   11%

 中国 69.3 86.5   25%

黄金ETF及类似产品 13.2 -103.2   -

ETF

全球以黄金为依托的ETF出现了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的
首次季度外流：该季度的托管资产缩减了103.2吨。这意
味着与去年同期增持13.2吨相比，减少了116吨。虽然流
出速度在该季度末有所放缓，但9月依然是连续第4个月
外流，创造了2014年以来最长的月度流出期。这抵消了
年初的涨幅：截至第三季度末，全球以黄金为依托的ETF
流出了42吨。但在10月，流出趋势似乎逆转了，各个地
区的ETF整体上出现了增持。

整体需求下滑掩盖了明显的地区差异。作为最大、流动
性最好的以黄金为依托ETF市场，北美占了第三季度流出
量的73%（75吨左右），以及年初至今流出量的近90%。

这种看空黄金的情绪也出现在美国期货市场，纽约商品
交易所报告了2006年以来最低水平的管理资产净做多仓
位，投机性净做多仓位自2001年以来首次变成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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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投资者专注于强劲的股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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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宏观经济背景向好。股市表现良
好，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在第三
季度创下新高。经济高速增长，通胀缓慢爬升，预计美
联储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走出第一季度的低迷后，美
元反弹，并一直保持相对强势。美国投资者大体上忽视
了对贸易战紧张局面升级的担忧。

流出也受到了惯性的驱动。美元金价在8月上半月下跌
3%，这一跌幅在2017年初以来首次跌穿1,200美元/盎
司——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点位——之后被放大。

第三季度欧洲上市基金的流出量为14吨，较为温和。该
季度风平浪静，投资者活跃度不高。意大利预算引发的
担忧和贸易战措辞没有刺激避险买入。但年初至今的需
求较为积极：截至第三季度末，欧洲上市基金被增持了
37.7吨。

2018年北美和欧洲上市基金截然相反的走势反映了一个
长期趋势。欧洲上市基金近年来的全球份额越来越大。
在本世纪初期，美国市场在以黄金为依托的ETF数量和托
管资产方面都迅速发展，并利用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后续
的欧元区危机来促进欧洲以黄金为依托的ETF市场的发
展。近年来的政治不确定性、欧洲主权债务和高评级企
业债券的负收益为欧洲以黄金为依托的ETF市场创造了一
个繁荣发展的机会。进一步了解该市场的发展，请阅读
我们的《市场快讯：德国投资市场》。该快讯展现了以
黄金为依托的ETF、金条和金币市场的发展。

第三季度的中国上市ETF也出现了流出，在该季度被流出
12.2吨，相当于中国托管资产的20%。中国的ETF吸引
了更喜欢投机的投资者，导致ETF流动的波动性高于其他
地区。

2005年1月 2007年1月 2009年1月 2011年1月 2013年1月 2015年1月 2017年1月

 北美 欧洲

来源：彭博社；公司文件；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世界黄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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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条和金币

第三季度全球金条和金币需求反弹恢复至298.1吨，同比
增长28%，环比增长20%。不同地区的增速各不相同，
大部分市场取得了增长。三个关键因素促使个人投资者
在投资组合中增持黄金：

• 许多市场的价格下跌创造了买入机会

• 许多新兴市场股市的暴跌刺激了避险买入

• 对货币进一步贬值的担忧促使一些市场上的投资者转
投黄金

全球最大的金条和金币市场出现大幅增长。在第三季
度，中国的需求同比和环比大增25%，达到86.5吨，�
远高于71.4吨和65吨的3年和5年季度均值。

面对脆弱的金融系统，中国投资者在第三季度纷纷买入
黄金。随着贸易战紧张局势的升级，国内股票和债券投
资者在2018年损失惨重。中国的主要股指沪深300截至�
9月底下跌15%，

AA+企业债券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准主权债券之间的信
用利差在同期暴涨至接近190个基点，突显了对国内公司
前景的担忧。

该季度金价的下跌被证明是一个买入良机。8月，上海黄
金交易所基准金价跌至262元/克，这是2016年来的最低
水平。有趣的是，商业银行的金条和金币销量相当好，
表明大众零售市场需求强劲。

金价下跌和股市低迷提振了印度需求。在第三季度，印
度的金条和金币需求增至34.4吨，但依然低于43.3吨的�
3年均值。8月是该季度需求最大的月份，原因是国内金
价跌穿29,700印度卢比/10克，跌至2018年最低水平。

金条和金币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是印度的城市投资者——
农村投资者通常投资于22K金饰。5 城市投资者更有可能
持有多元化投资组合，对于他们而言，股市波动是一个
令人不安的背景。BSE Senex在9月下跌6%，并在10月
继续大跌，支撑了金条和金币需求。

5 �有关印度农村和城市投资习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2016年12月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全球投资市场:消费者行为新视角》中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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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条和金币需求同比增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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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ld.org/download/file/5349/global-investment-new-perspectives-consumer-behaviou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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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亚洲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越南、泰国、印尼和马
来西亚金价下跌、股市大跌和货币疲软，推高了金条和
金币需求。但其他的国家特有因素也产生了影响。马来
西亚受益于6%商品和服务税的取消，而泰国市场依然盛
传政府可能会仿照印度，打击来源不明的资金。

中东金条和金币市场延续了近期的上行趋势，同比增长
144%，环比增长28%。需求达到27.8吨，是2013年第二
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金价暴跌致使需求达到峰值。

伊朗第三季度延续了近期的积极走势。需求达到21.1
吨——201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占中东市场
的四分之三。新的制裁和伊朗里亚尔的暴跌——预期还
会继续下跌——支撑了对黄金的避险买入。免收增值税
的金条和金币比金饰更受欢迎，后者要缴纳9%的税。

对于金融不安全和货币疲软的影响，土耳其的金条和金
币需求反应并不相同。由于土耳其里拉金价在8月涨至
273土耳其里拉/克的创纪录高点，投资者清空了一部分
金条和金币持仓来获利。新的净买入量跌至4.6吨，同比
下跌69%。

欧洲的需求为51.1吨，同比增长10%。德国——该国占
了欧洲金条和金币投资的一半以上——的需求增长10%
至28.4吨。9月底，以欧元计算的金价跌至两年半以来最
低的32,638欧元/千克。不同于欧洲ETF市场，意大利的
债务及其触发一场更广泛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引发的担忧
促进了个人投资者的避险买入。

美国金条和金币市场走出几个季度的低迷，出现了复苏
迹象。需求达到了双位数10.5吨，同比增长74%。增长
主要是由6月的逢低买入推动的，当时金价从1,300美元/
盎司以上跌至接近1,250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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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2017年第三季度 2018年第三季度 同比变化%

各国央行和其他机构 121.8 148.4   22%

央行

全球央行净购买量达到2015
年以来最高水平；越来越多
的央行开始购金
• 第三季度央行净购买量为148.4吨，同比增长22%，�
是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最高的季度需求水平

• 俄罗斯、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继续占据大部分购买份
额……

• ……但越来越多目的相似的央行开始加入到它们的行列

在第三季度，央行保持了可观的148.4吨净购买量，同比
增长22%。无论是季度水平还是年初至今的水平，这都
是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的净购买量。其他多家央行在第
三季度也加入了俄罗斯、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的购买行
列，大幅增加黄金储备。

俄罗斯继续增加黄金储备，同时出售美元资产。第三季
度92吨的黄金增持量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季度净购买
量。俄罗斯的黄金储备首次超过2,000吨，占其总外汇储
备的17%。6 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Dmitry Tulin今年早
些时候曾表示黄金“100%能够抵御法律和政治风险”，强
调黄金没有交易对手风险，并具有更广泛的风险对冲属
性。7 俄罗斯已经出售了其持有的大部分美国国债8，并
表示将继续推行去美元化政策。9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俄罗斯数据最早可追溯至1993年12月。

7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8-22/russian-central-bank-buys-more-gold-in-face-of-tougher-sanctions

8 www.money.cnn.com/2018/07/30/investing/russia-us-debt-treasury/index.html

9 www.rt.com/business/440095-putin-russian-economy-dedollar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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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央行净购金量达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吨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8-22/russian-central-bank-buys-more-gold-in-face-of-tougher-sanctions
https://money.cnn.com/2018/07/30/investing/russia-us-debt-treasury/index.html
https://money.cnn.com/2018/07/30/investing/russia-us-debt-treasury/index.html


11黄金需求趋势 | 2018年第三季度

央行

尽管政治和经济局势动荡，但土耳其仍在持续增加黄金
储备。净购买量（不包括准备金选择权机制的持有量）
在第三季度增长18.5吨，土耳其里拉在该季度贬值25%。
这使得官方黄金持有总量达到258.6吨。相比之下，土耳
其央行的准备金选择权机制的持有量减少了122.9吨。面
对与日俱增的金融压力，土耳其央行在8月放松了流动性
管制措施，减少了商业银行必须持有的黄金（以及本币
和外币）储备。准备金选择权机制中黄金储备随后降低
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互换合约的放松，而不是出售黄金。
请阅读我们近期的《市场快讯：央行的黄金购买》来了
解更多信息。

哈萨克斯坦继续稳步买入黄金。该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在
第三季度继续增长。该季度13.4吨的净购买量使黄金储
备总量达到335.1吨。7年来，该国央行首次开始在国际
市场上出售少量金条，以提高该国黄金的市场认可度。10

越来越多的央行正在增加黄金储备。印度央行在最近几
个月少量购买黄金后，在第三季度加大了购买量，使储
备增加了13.7吨，使得其年初至今的购买量达到21.8吨。
欧洲央行也开始买入黄金。波兰国家银行在该季度的每
个月都购买黄金，使储备总量增加13.7吨至116.7吨。在
10月初，匈牙利宣布该国黄金储备已翻10倍——从3.1吨
增至31.5吨，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的是提
高该国外汇储备组合的长期稳定性，并表示黄金的主要
优势是没有交易对手风险或信用风险。11

第三季度还出现了几次购买报道，但尚未通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进行报告。9月初，伊拉
克央行宣称已逢低买入6.5吨黄金，但并未披露是于何时
购买的。12 同样，蒙古央行在今年前8个月里购买了�
12.2吨黄金，购买量与去年同期持平，超过了全年目标
的一半。13

第三季度几乎没有净黄金销售量。只有捷克共和国（销
售0.5吨）和德国（销售0.2吨）两个国家出现了明显的流
出。德国经常进行与其铸币计划有关的黄金销售。

 10 彭博社。

 11  www.mnb.hu/en/pressroom/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2018/hungary-s-gold-reserves-increase-tenfold-reaching-historical-levels

12 彭博社。

13  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9/06/c_137449873.htm. 请注意，目前仅5.4吨的购买量（基于截至8月底的净购买量）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报告。

https://www.gold.org/research/market-update/central-bank-buying-activity 
http://www.mnb.hu/en/pressroom/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2018/hungary-s-gold-reserves-increase-tenfold-reaching-historical-levels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9/06/c_137449873.htm


12黄金需求趋势 | 2018年第三季度

科技行业

吨 2017年第三季度 2018年第三季度 同比变化%

科技 84.3 85.3   1%

电子用金 67.4 68.5   2%

其他行业 12.8 12.9   1%

牙医业 4.2 3.9   -5%

科技行业的黄金需求连续第
8个季度实现增长
• 电子产品需求同比增长2%，印刷电路板行业增幅明显

• 其他科技领域的需求也有所增长，但牙医业的需求继
续减少，首次跌破4吨

无线行业近期的需求增长止步于第三季度。由于智能手
机面部识别功能的普及慢于预期，对垂直腔面发射激光
器(VCSEL)——该行业的关键技术之一——的需求大幅下
滑，导致黄金需求下跌5-8%。但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可能
是暂时的，预计随着主要智能手机制造商用完供大于求
的库存，需求将在短期内复苏。

LED行业再次出现需求下滑，黄金需求量同比下跌5-8%。
向无需使用黄金的芯片级封装(CSP)的持续过渡影响了第
三季度的需求数据。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挑战，中美
贸易争端便是最紧迫的因素之一。数十款LED照明产品
可能被加征出口关税，或将影响整条供应链。目前尚不
知晓黄金需求是否会受到的潜在影响，但事态进展正在
受到密切关注。

在第三季度，中国大陆和香港、日本及美国传统科技
中心的黄金需求都有增长，增幅分别为1.9%、1.0%和
3.0%。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需求微跌，但其在该行业的影
响力都不大。

其他行业和牙医业

牙医业需求继续稳步下跌，同比下滑5%至3.9吨。这是
牙医业需求首次跌破4吨关口。其他行业的使用量同比小
增1%，使该季度的需求达到12.9吨。

正如2018年7月在巴黎举办的GOLD2018大会上所示，黄
金本身依然是研发活动中的一种关键金属；来自世界各
地的500多位与会者齐集一堂，分享了他们基于黄金的研
究，其中有许多技术转向商业化的例子。

科技行业的黄金使用量在第三季度增长1%至85.3吨，连
续第8个季度出现同比增长。这种增长再次受到强劲的电
子产品需求的推动，尤其是印刷电路板和存储器领域，
抵消了无线需求意料之外的下滑。

电子产品

第三季度电子产品的黄金使用量同比增长2%至68.5吨。
存储器行业延续了近期的强势表现，预计整体增幅达
2-5%。这是由服务器和智能手机行业的强劲需求驱动
的，这两个行业的产品都要不断扩大内存。但这种优势
受制于加密采矿基础设施需求的走软和产能问题，导致
一些市场出现中央处理器(CPU)短缺。

与第二季度相同，强劲的服务器市场需求再次支撑了印
刷电路板需求。加上汽车行业的增长和5G基础设施的部
署，预计印刷电路板的黄金使用量将同比增长5-7%。但
该行业也可能面临挑战。中国针对氰化物的使用不断收
紧其环境法规，这可能意味着印刷电路板的生产受阻，
而对中美贸易争端日益加深的担忧也可能会影响未来的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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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

吨 2017年第三季度 2018年第三季度 同比变化%

总供应量 1,185.7 1,161.5   -2%

金矿产量 859.1 875.3   2%

生产商净套保 8.3 -20.0   -

回收金 318.3 306.3   -4%

第三季度供应总量同比略
降：更多的套保解除量和较
低的回收量超过了矿产金的
增长
• 第三季度金矿产量为创纪录的875.3吨，同比增长1.9%

• 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大幅套保解除；第三季度全球套
保量跌至197吨

• 回收行业的供应量同比下跌4%；金价下跌使消费者无
心卖出

金矿产量

第三季度金矿产量同比增长1.9%至875.3吨。在我们的记
录中，这是最高的季度产量水平，远超809.8吨的5年季
度均值。在该季度，一些最大的黄金生产国的产量出现
了双位数跌幅，但其他地区产量的大幅增长超过了这些
跌幅。

在中国，去年出台的环境法规继续影响采矿业。第三季
度全国黄金产量同比下跌6%，原因是位于或靠近自然
保护区的金矿被关停，以及环保税的增加。这些压力短
期内可能会持续。第三季度南非的产量同比下跌10%
。Evander、TauTona和Cooke等亏损金矿关停是产量下
跌的原因之一，South Deep金矿产量下跌也是一个原
因。在印尼（同比下跌13%），Batu Hijau金矿第6阶
段采矿结束是产量同比下跌的主要原因。14 在秘鲁，第
三季度产量同比下跌17%，原因是成熟金矿的产能降
低，例如Lagunas Norte、Orcopampa、La Zanja和La 
Arena，这些金矿在该季度的产量大幅下跌，生产计划也
有所缩减。

14  Batu Hijau是分阶段开采的。当现有可用矿石耗尽时，就会扩大坑底以开采更深的矿石(一个新阶段)。第6期矿石已于去年枯竭，目前该矿正在处理较低品位的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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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

马里(34%)和巴布亚新几内亚(25%)在第三季度出现了最
大的同比增幅。马里的增幅是由Fekola和Yanfolila项目产
能扩大推动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Lihir和Hidden Valley
金矿是黄金总产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美国第三季度
产量强劲，同比增长9%。Barrick Nevada金矿维护工作
的完成，以及Carlin、Fort Knox和Cripple Creek金矿产
量的同比增长都增加了美国的产量。加拿大第三季度的
产量同比增长13%，原因在于Brucejack、Rainy River和 
Moose River金矿的产能继续扩大。

产量继续增长。行业乐观情绪再起，在此基础上，金矿
产量如今连续第6个季度取得了同比增长。俄罗斯和加
拿大等主要生产国的产量增长，加上不断改善的生产规
划，将对2018年产量的继续增长提供支撑。该行业的产
能两三年前不断下跌，此后变得较为稳固。

生产商净套保

黄金开采公司在第三季度进一步将套保仓位减少了20
吨。此前在第二季度出现了43.1吨的净套保解除量——
这是2010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净套保解除水平——此次解
除套保使全球套保总量降至197吨（同比减少17%）。市
场的总体状况并不利于生产商套保：现有的短期套保仓
位即将到期，金价的整体低迷（以多种生产商的本币计
算）抑制了签订新套保协议的动力。

套保依然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是战术性的。在第三季
度，澳大利亚的Resolute Mining为了应对国内金价的波
动，向已有套保仓位增加了35,000盎司黄金。这使得该
公司的总套保仓位增至85,000盎司，帮助为Ravenwood
扩大项目提供了支持。15 接近该季度末期时，DRDGold
宣布将对50,000盎司黄金进行套保，以应对日益严重的
流动性风险，这些风险来自该公司对Sibanye-Stillwater
的Far West Gold Recoveries项目的收购。但该公司明确
表示此次套保是战术性的。16

9月，Polyus首席执行官Pavel Grachev告诉路透社，该
公司不打算将其套保计划延续到2019年。17 Polyus Gold
一直负责近年来一些最大的策略性套保协议，例如2014
年的283万盎司（88吨）以及2016年的625,000盎司
（19.4吨）。

15  www.rml.com.au/uploads/7/2/0/8/72081691/181005-rsg-asx-resolute_adds_to_gold_hedge_book-final.pdf

16 www.drdgold.com/investors-and-media/media-releases/2018/upbeat-about-prospects-for-fy2019

17 www.reuters.com/article/russia-polyus/russias-polyus-on-track-to-boost-gold-output-in-2019-idUSL5N1VY1EU

https://www.rml.com.au/uploads/7/2/0/8/72081691/181005-rsg-asx-resolute_adds_to_gold_hedge_book-final.pdf
http://www.drdgold.com/investors-and-media/media-releases/2018/upbeat-about-prospects-for-fy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russia-polyus/russias-polyus-on-track-to-boost-gold-output-in-2019-idUSL5N1VY1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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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

回收金

第三季度回收金总量达306.3吨，同比下跌4%，略高于
298.5吨的5年季度均值。

土耳其和伊朗的回收活动继续保持高位。由于国内金价
暴涨，土耳其(30%)和伊朗(50%)第三季度的回收量进一
步增长。货币疲软、零售商清理库存、消费者获利了结
和急售都是回售量暴增的原因。但这个现象并未出现在
整个中东地区。在埃及，持续正常化的国内金价和日益
向好的经济抑制了消费者回售黄金的动力。在其他海湾
国家，金价下跌（因为很多本币与美元挂钩）和油价上
涨提振了消费情绪，从而减少了回收量。

欧洲、美国和印度第三季度的回收量都同比下跌。该季
度金价的走弱是回收量下跌的关键原因，虽然近市场库
存耗尽和欧美经济改善也是相关因素。在印度，第三季
度上半季度国内金价的下跌吓阻了回售，虽然该季度后
期货币的贬值提振了金价。

在东亚，不断走低的国内金价再次促使消费者避免回售
持有的黄金。在泰国，资本外流催生了某种货币疲软预
期，促使消费者减少回售，一些消费者甚至买入黄金，
希望获得短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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