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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是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 2018上半年末
期，各国央行总计持有价值 1.36 万亿美元的黄
金，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10%左右。各国央行是黄
金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8 上半年央行
的需求占了 10%。展望未来，我们预计央行将保
持旺盛需求。多元化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投
资驱动因素，在未来数年里，向多元货币储备
体系的转变也将成为重要的投资驱动因素。 

2018的稳健开年 
2018上半年，央行的黄金储备总计净增 193.3 吨，比去年同

期的 178.6吨增长 8%。这是 2015 年以来黄金购买需求最强

劲的上半年。  

 

2010 年以来的央行净购买量 

 

来源：金属聚焦公司；汤森路透黄金矿业服务公司；世界黄金协会 

某些央行占了近期购买量的很大一部分。如俄罗斯、土耳其

和哈萨克斯坦就占了 2018 上半年央行购买量的 86%。 

 

近年来，有新的央行进入了黄金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国际金融统计》表明，埃及自 1978年以来于近期首次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国际流动性——国际储备、官方储备资

产、黄金。仅考虑大于 0.5吨的变化幅度 

买了黄金，而印度、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离场多年后也重新

进入黄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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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初以来最大的央行购买方 

国家 吨 国家 吨 

俄罗斯 383.3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4.9 

土耳其 125.8 印度尼西亚 2.5 

哈萨克斯坦 68.4 约旦 2.2 

印度 15.3 埃及 1.7 

哥伦比亚 7.1 菲律宾 1.6 

塔吉克斯坦 5.1 泰国 1.6 

蒙古 5.0 塞尔维亚 1.1 
 

注：截至 2018 年 7 月底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世界黄金协会  

其他央行也报告了黄金购买活动。本月初，彭博社报道蒙古

银行在过去 8 个月里总计购买了 12.2吨黄金，伊朗央行利

用了较低的美元金价，增加了 6.5吨黄金储备。2  
 

需求驱动因素 
虽然央行在制定自己的投资战略时可能会考虑诸多因素，但

我们相信近期影响央行购买黄金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多元化：许多新兴市场央行持有大量美元，并将黄金当作天

然的货币对冲工具。此外，黄金还证明了它是一种针对人民

币等其他储备货币的有效对冲工具，因为黄金的表现与这些

货币呈负相关性。 

 

同样，其他储备货币继续面临重大问题：欧元在多个成员国

面临政治和经济挑战，人民币依然相对受限，英镑依然要努

力克服英国退欧的不确定性。在债券收益率持续低迷和变成

负值、高质量投资选项有限的背景下，央行转而将黄金当成

增强投资组合多元化的一种手段是合理的。印度储备银行特

别提到“印度外币资产的多元化”与其近期的黄金购买活动

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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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构经常延迟进行报告，不披露它们最近几个月的黄金持有量，因此表 1可

能并未充分记录最新变化。 

3 印度储备银行 2018年报  

https://rbi.org.in/Scripts/AnnualReportPublications.aspx?Id=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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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央行对冲的不只是货币风险。在地缘政治局势高度紧

张的环境中，黄金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资产，因为它不是任何

人的负债，也不存在任何对手方的风险。  

 

配置再平衡：新兴市场央行的外汇储备自金融危机以来有所

增长，多家央行也增加了黄金储备。 

 

我们认为，随着储备总量的增长，一些新兴市场央行可能正

在增加黄金，以维持一定的配置水平。近期的黄金购买可能

体现更高的外汇储备余额总量。 

 

主动管理：黄金不仅是一种战略资产，还能帮助央行满足其

策略性目标。黄金受益于拥有一个具备高流动性的深度市

场，日交易量甚至超过主要发达市场的主权债券市场。通过

租赁、掉期交易和其他交易，一些央行部署黄金来主动管理

其流动性或提高收益。包括匈牙利和阿根廷在内的多家央行

通过主动管理黄金储备来实现这些目标，这证明了黄金的广

泛用途，不仅是作为一种战略资产，还可作为一种可以主动

部署、用于满足短期需求的工具。  

 焦点 1：土耳其的 ROM 储备  
 虽然土耳其共和国央行自 2017年 5 月以来一直稳步增加

黄金储备，但其储备选项机制(ROM)中的黄金持有量在最

近几个月里一直在减少——ROM 的黄金持有量减少 96吨至

229.7吨。 

 

ROM 是土耳其共和国央行用于管理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政策

工具。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将里拉、外汇或黄金纳入 ROM，

作为其法定准备金的一部分。近年来，许多商业银行将外

汇和里拉换成黄金，随后将黄金纳入 ROM。  

由于 8 月金融压力愈演愈烈，土耳其共和国央行通过减少

商业银行在 ROM中必须持有的里拉、外汇和黄金（作为其

法定准备金的一部分）来放松流动性措施。4  

ROM 最近几个月里黄金持有量的减少可能反映了掉期交易

活动的放松，而不是黄金抛售，虽然有些人会认为这与零

售投资者利用 8 月创纪录的高金价进行获利相关。  

 

     
 

 

 
4 央行的准备金调整措施未能阻止里拉跌至创纪录低点，2018年 8月 6日《金

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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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极世界  
央行在黄金上的举措可能反映了长期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将

在未来数十年里影响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主导的体系逐渐

转向多元体系可能会改变央行的投资偏好。虽然人民币仅占

官方储备的一小部分，但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

可能会将东亚、中亚和欧洲经济体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中国崛起成为经济主导力量几乎确定无疑了，但人民币的可

用性在中期内可能将继续处于低位。黄金是一种获得普遍认

可的资产，拥有具备高流动性的深度市场，可以帮助央行调

整储备结构，以应对全球经济力量的再平衡。  

 

黄金已经是央行熟悉的一种资产类别，但黄金市场不断变化

的特性——伴随着发展中经济体消费量的不断增长——意味

着黄金日益契合新兴市场的经济模式。央行可能会越来越意

识到游戏规则的变化。  

 

因此，这种场向多元货币体系的转变可能会让投资者重新关

注作为一种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储备资产的黄金。您可以通

过我们先前发布的研究报告《多币种储备体系中的黄金》来

进一步了解这个话题。5  

 

 
5 世界黄金协会 2015年 10月《多极货币储备体系中的黄金》 

概述 
各国央行近期的黄金购买模式是由多种因素驱动的。对美元

以外的多元化投资的追求继续促成了许多央行的储备配置决

定。一些国家不断增长的准备金余额可能也刺激了黄金购买

活动。看到多家央行将黄金作为一种主动资产来获得流动性

或收益，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  

 

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演变可能会让央行有更大的动力去评估

其储备组合中的黄金。随着世界转向多元国际货币体系，黄

金久经考验的可靠性、获得的普遍认可和深度市场使其成为

满足央行需求的一种好选择。在央行应对多极世界日益复杂

局势的过程中，黄金有望继续成为储备投资组合的支柱——

证明了黄金在保护稳定性和保值方面的重要作用。 

 

https://www.gold.org/research/gold-multicurrency-reserv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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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黄金协会 

世界黄金协会是全球黄金行业的市场拓展机构。我们的宗旨是促进

和维持黄金的需求，发挥行业领导作用，成为全球黄金市场的权威

机构。  

我们基于权威的市场洞察开发以黄金为依托的解决方案、服务和产

品，并与众多合作伙伴合作，将我们的想法付诸行动。因此，我们

在不同的重要市场板块创造黄金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我们提供对国

际黄金市场的洞察，帮助人们了解黄金的财富保值特性，以及黄金

在满足社会的社交和环境需求方面的作用。  

世界黄金协会总部位于英国，在印度、远东和美国均有业务，协会

成员包括世界一流黄金开采公司。 

世界黄金协会 

10 Old Bailey, London EC4M 7NG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20 7826 4700 

传真： +44 20 7826 4799 

网址： www.gold.org 

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  

Shaokai Fan 

央行和公共政策事务总监 

shaokai.fan@gold.org 

Krishan Gopaul 

研究经理 

krishan.gopaul@gold.org 

Alistair Hewitt 

研究总监 

alistair.hewitt@gold.org 

Natalie Dempster 

央行和公共政策事务董事总经理 

natalie dempster@gold.org 

John Reade 

首席市场策略师  

john.reade@gold.org 

 

 

版权和其他权利 

© 2018 世界黄金协会保留所有权利。世界黄金协会和环形是世界黄金协会及其附

属机构的商标。 

对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黄金价格(LBMA Gold Price)的引用已获得洲际交易所基准管

理机构的许可，仅供参考之用。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不对这些价格的准确

性，或者这些价格所对应的产品承担任何责任。其他第三方内容是各个第三方的

知识产权，所有权利属于这些第三方。  

除非得到世界黄金协会或相关版权所有者的事先书面同意，否则严禁复制或再分

发任何内容，但符合下述规定的除外。 

允许根据公平行业实践，将本文的统计数据用于评论目的（包括媒体评论），但

必须符合以下两个前提条件：(i) 仅允许使用有限的数据或分析摘录；(ii) 使用

其中任何或全部统计数据必须注明引用自世界黄金协会，并在必要时注明引用自

Metals Focus、汤森路透或其他明确的第三方来源。 

  

世界黄金协会不保证任何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对于使用本文件而造成的直接

或间接损失或损害，世界黄金协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文所含信息不构成且不可解释为构成购买或销售黄金、任何黄金相关产品或服

务或任何其他产品、服务、证券或金融工具（统称“服务”）的建议或要约。在

做出任何与服务或投资有关的决定前，投资者应与合适的投资专业人士讨论自身

情况。 

本文包含前瞻性陈述，例如使用“相信”、“预计”、“可能”或“建议”等词

语或类似术语的陈述，此类陈述是基于当前预期，可能会被修改。前瞻性陈述包

含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无法保证任何前瞻性陈述会成为现实。我们不承担更新

任何前瞻性陈述的责任。 

http://www.gol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