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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需求趋势
2019年第二季度

央行购金与黄金ETF净流入提振2019
上半年全球黄金需求

2019年第二季度的全球黄金需求量为1,123 
吨，同比上涨8%。而上半年的需求总量则跃升 
至2,181.7吨，创下三年来的新高。破纪录的央 
行黄金购买量是主要原因。 

央行购金与稳健的ETF净流入是支撑2019上半年全球黄金需求的重要驱

动。上半年全球金饰需求有所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印度消费者更有

利的首饰消费环境。金条与金币投资需求的变化则与金价息息相关：黄金

价格涨至多年来的高位之际，投资者开始止盈离场，新增个人投资需求也

受到阻碍。在变动的国际环境影响下，科技行业减少了对黄金的使用，但这

或许是科技用金需求在未来数个季度的筑底过程。全球矿产金与回收金供

应则稳步上升，推动2019上半年全球黄金供应量增长2%。

重点关注  
全球各国央行在2019年第二季度买入
了224.4吨的黄金，使得上半年的央行
购金总量达到了374.1吨—在我们19年
的季度历史数据中，这是全球官方黄金
储备净增幅最大的上半年。更多的央行
加入了购金的行列，主要为新兴市场国
家。

全球黄金ETF持有量在第二季度上升
了67.2吨，至2,548吨，为六年以来的最
高点。驱动该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
持续的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对于降息的
预期以及金价在六月份的大幅上涨。 

印度的金饰需求在第二季度出现了强
劲的复苏，上升12%至168.8吨。繁忙
的结婚季以及稳步增长的节假日金饰销
售提振了该地区的金饰需求，而六月份
金价的大幅上升则令其金饰消费停滞不
前。印度地区的需求上升推动全球金饰
需求季同比增长2%，总量达531.7吨。

全球金条与金币投资量则在第二季度
下滑12%至218.6吨。而第一季度金条
与金币的投资需求同样疲软，导致2019
上半年的金条与金币的投资总量仅有
476.9吨，是十年来最低的半年需求。中
国地区的金条与金币投资需求在第二季
度同比下滑29%，是全球总量下滑的主
要原因。

金价飙升至多年来的最高点。金价自
2013年以来首次突破1400美元/盎司大
关。驱动本轮金价上行的主要因素包括
降息预期与政治不确定性，同时全球 各
国央行强劲的黄金买入也是金价的 重
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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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购金与黄金ETF净流入提振2019
上半年全球黄金需求

2019年第二季度的全球黄金需求量为1,123
吨，同比上涨8%。而上半年的需求总量则跃升
至2,181.7吨，创下三年来的新高。破纪录的央
行黄金购买量是主要原因。 

央行购金与稳健的ETF净流入是支撑2019上半年全球黄金需求的重要驱动。上半年
全球金饰需求有所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印度消费者更有利的首饰消费环境。金
条与金币投资需求的变化则与金价息息相关：黄金价格涨至多年来的高位之际，投资
者开始止盈离场，新增个人投资需求也受到阻碍。在变动的国际环境影响下，科技行
业减少了对黄金的使用，但这或许是科技用金需求在未来数个季度的筑底过程。全球
矿产金与回收金供应则稳步上升，推动2019上半年全球黄金供应量增长2%。

来源：金属聚焦公司, Refinitiv GFMS, 世界黄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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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纪录的央行购金量推动下，2019上半年全球黄金需求量达3年新高

更多信息还请联系： 
marketintelligence@gold.org

重点关注 
全球各国央行在2019年第二季度买入
了224.4吨的黄金，使得上半年的央行
购金总量达到了374.1吨—在我们19年
的季度历史数据中，这是全球官方黄金
储备净增幅最大的上半年。更多的央行
加入了购金的行列，主要为新兴市场国
家。

全球黄金ETF持有量在第二季度上升了
67.2吨，至2,548吨，为六年以来的最
高点。驱动该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
持续的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对于降息的
预期以及金价在六月份的大幅上涨。 

印度的金饰需求在第二季度出现了强
劲的复苏，上升12%至168.8吨。繁忙
的结婚季以及稳步增长的节假日金饰
销售提振了该地区的金饰需求，而六月
份金价的大幅上升则令其金饰消费停
滞不前。印度地区的需求上升推动全球
金饰需求季同比增长2%，总量达531.7
吨。

全球金条与金币投资量则在第二季度
下滑12%至218.6吨。而第一季度金条与
金币的投资需求同样疲软，导致2019
上半年的金条与金币的投资总量仅有
476.9吨，是十年来最低的半年需求。
中国地区的金条与金币投资需求在第二
季度同比下滑29%，是全球总量下滑的
主要原因。

金价飙升至多年来的最高点。金价自
2013年以来首次突破1400美元/盎司
大关。驱动本轮金价上行的主要因素包
括降息预期与政治不确定性，同时全球
各国央行强劲的黄金买入也是金价的
重要支撑。

更多信息还请联系： 
marketintelligence@gold.org

在创纪录的央行购金量推动下，2019上半年全球黄金需求量达3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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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饰 

第二季度全球金饰需求温和增长， 
涨幅为2%，至531.7吨 

•  上半年需求小幅走强，达到1,061.9吨——为四年来的
高点 

•  婚礼季和节日采购的影响推动了印度在本季度初对黄
金的需求，但随着6月份金价上涨，需求大幅放缓 

•  中国的金饰消费也体现出了类似的模式：在4月和5月的
温和增长之后，随着金价飙升和消费者信心萎缩，需求
大幅下滑。

吨 2018年第2季度 2019年第2季度 同比

世界总量 520.8 531.7   2%

印度 149.9 168.6   12%

中国 144.1 137.8   -4%

2019年第二季度黄金首饰的消费量为531.7吨，比2018年第

二季度增长了2%。上半年的总需求量为1,061.9吨，比去年的

1,048.2吨增长了1%。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印度，该国金饰需

求从2018年的低位开始有所增长。包括美国和少数中东国家

在内的一些地区的需求也出现了小幅增长，但6月份的价格上

涨抑制了许多市场的金饰需求。 

6月份美元黄金价格大幅上涨，其他货币的黄金价格即使没超

过，至少也复制了美元的上涨趋势。这对一些零售价格与金价

走势关系更为紧密的市场（包括亚洲和中东大部分地区）的需

求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对于那些将此视为长期上涨开端的消费

者来说，这是在价格进一步上涨之前买入的信号。对其他人而

言，则是一个观望信号，他们在等待价格的稳定或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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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饰 

印度  

印度的金饰需求实现了自2017年第二季度以来最高的季度同

比增长。需求增长了18.7吨（12%），达到168.6吨，而2018年第

二季度仅为149.9吨。主要原因有两个：与2018年相比，结婚吉

日更多；另外，当地黄金价格较2月和3月的水平有所下降。 

4月和5月年内黄金价格的下跌刺激了婚礼季和节日大采购。 

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二季度结婚吉日的天数有所增加（37天Vs. 

21天），这驱动了印度金饰市场本季度头两个月来的增长，与

第一季度趋势相似。  

而这一利好又恰恰遇上了第一季度的金价下跌，从而放大了

正面影响：金价从3月底的32,000卢比/10克跌至约31,500至

31,600卢比/10克。由于金价比2月份的33,500卢比/10克低了

近2000卢比/10克，消费者们纷纷在Akshaya Tritiya（5月7

日）吉日抢购黄金。印度南部和西部的购买力较强； 南部的卡

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在Akshaya Tritiya吉日

的销售情况特别火爆。 

但印度的金饰需求也并非没有阻碍。选举期间经济放缓和对现

金流动的限制拖累了4月和5月的需求。而随着婚礼季的结束，

雨季来临。且在这之后金价开始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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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饰 

今年6月，随着金价飙升至新高，黄金需求逐渐萎缩。与美元价

格上涨相呼应，印度国内黄金价格一路飙升，到6月20日突破

33,500卢比/10克，达到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34,006卢比/10

克。由于国内价格如此之高，本季度最后十天的需求几乎停

滞。尽管零售商开展促销活动以吸引消费者——例如，提供降

低加工费——但消费者对此不予理睬，仍对价格的剧烈波动持

谨慎态度。Titan在其季度更新中评论道：“本季度宏观经济环

境艰难，令消费受到冲击。而金价高企，特别是6月份的金价，也

影响了珠宝行业的增长。”

随着需求大幅下降，到本季度末，印度本地市场的黄金价格相

对于国际金价的折扣达到23美元/盎司——这是自2016年8月

以来的最高水平。 

关税上调限制了第三季度的需求前景。6月份黄金需求低迷的

一个原因是，消费者预期印度政府将在7月初的预算中宣布降

低黄金关税。事实上，这些希望完全没有根据：黄金的关税反

而提高了2.5%。虽然我们认为这不会对印度的黄金需求产生

长期影响，但我们确实认为它将对第三季度的印度需求产生抑

制作用，特别是在黄金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况下。 

中国 

中国的金饰需求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同比下滑。第二季度金饰

需求同比下降4%，至137.8吨。加之相对疲软的第一季度数据，

上半年需求共321.4吨，下降了3%。  

即便是传统的消费淡季，中国金饰需求在4月和5月仍相对乐

观，展厅通过促销活动和高端产品的持续创新/开发来吸引消

费者。但是，当6月份金价开始大幅上涨，金饰需求几近停滞，

零售商的促销努力也无法将消费者吸引回来。据报道，在本季

度即将结束时，各金饰展厅内门可罗雀。  

尽管本季度最后几周形势艰难，但随着主要品牌扩大其零售 

网络，并向较低级别的城市延伸，零售市场仍在继续发展。 

例如，在本季度，周大福在中国大陆净增115家门店。  

消费者的注意力继续转向该行业近年来开发的更新颖、纯度

更高、品质更优的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行业在推广

这些利润更高的产品方面所做的努力。超高纯度、99.999%纯

金首饰的销售继续增长，新的“5G”黄金品类销量也在继续增

长——尽管与其他类别相比，其规模仍然很小。 

https://www.titancompany.in/sites/default/files/Quarterly%20Update%20Q1%20FY20_0.pdf
https://www.titancompany.in/sites/default/files/Quarterly%20Update%20Q1%20FY20_0.pdf
https://www.titancompany.in/sites/default/files/Quarterly%20Update%20Q1%20FY20_0.pdf
https://www.gold.org/goldhub/gold-focus/2019/07/higher-domestic-price-and-monsoon-dents-indian-gold-demand-june
https://www.gold.org/goldhub/gold-focus/2019/07/higher-domestic-price-and-monsoon-dents-indian-gold-demand-june
https://ir.ctfjewellerygroup.com/2019071616400314973561149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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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饰 

中东和土耳其 

中东地区需求小幅增长：该地区几个市场有所增长，埃及金饰

需求8%的增长冠绝中东。 在国内经济环境持续改善的情况

下，埃及金饰需求连续第六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上半年需求

总计12.5吨，为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从历史上看，该地区

金饰需求仍然非常疲软，持续的货币稳定未能弥补美元黄金价

格的大幅上涨，令需求受到抑制。 

伊朗金饰需求连续第六个季度出现下滑：同比下降5%，仅有

6.3吨。 该国仍处于国际制裁之下，陷入困境的本地货币导致

当地黄金价格的飙升——5月份的月平均价格创下了历史新

高。由于预见不到缓和的机会，该地区的金饰需求在今年剩余

时间的前景不容乐观。  

土耳其第二季度的金饰需求同比下降4%，其原因是金价居高

不下和经济环境充满挑战。这使上半年的需求跌至18.6吨的三

年低点。疲软的消费者支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动荡的政

治局势，削弱了本已十分脆弱的消费者信心。再加上里拉持续

贬值——它将当地黄金价格推高至2018年的历史高点—金饰

需求的疲软的景况也在意料之中。 饰

西方国家  

美国金饰需求连续第十个季度上涨，上半年升至53.4吨的10

年高点。 全球第三大金饰市场从2018年第四季度/2019年第

一季度政府停摆的影响中复苏，消费者信心在本季度头两个月

有所回升，但由于对中国贸易战的担忧日益加剧，6月份消费者

信心又有所回落。  

欧洲第二季度出现边际亏损：需求小幅下降至14.3吨。由于对

英国脱欧的担忧和消费者信心的脆弱，法国和德国的小幅增长

未能弥补英国和意大利的下跌。欧洲整个地区的需求仅占全球

金饰需求的3%。 

亚洲其他地区  

对于亚洲较小的市场来说，第二季度喜忧参半：泰国金饰需求

大幅下降，而印尼的需求则出现强劲上涨。 相对疲弱的经济

增长、政治不稳定以及对高价值品交易的更严格控制，使泰国

的金饰需求降至近6年来的最低水平。需求下降12%， 

仅为2.2吨。  

尽管价格大幅上涨，但印尼消费者在第二季度购买了11.8吨

的金饰——这是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季度购买量。

降低企业税率 （印尼总统Joko Widodo竞选时的一个主要承

诺）可能会对本已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起到进一步提升的作用，

从长期来看，这对可支配收入和金饰需求的增长是个好兆头。  

越南的金饰需求同比增长2%，主要是因为4月和5月的强劲表

现（当时价格相对较低），这抵消了6月份金价开始上涨后的金

饰消费回落。 健康的经济增长持续支撑着市场，体现在零售

网络的扩张上。PNJ和DOJI等主要珠宝商都拥有雄心勃勃的

扩张计划，对计划在2019/2020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饰

https://indonesiaexpat.biz/featured/sri-mulyani-corporate-tax-rates-to-be-cut-to-attract-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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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总投资同比增长1%，稳健的黄金
ETF资金的流入弥补了金条和金币需
求量12%的下降

•  今年第二季度，全球黄金ETF持有量增长67.2吨，达到
2548吨 

•  受对英国脱欧的担忧和货币疲软的影响，在英国上市的
黄金ETF吸引了第二季度最大的资金流入 

•  随着金价达到关键水平，6月份出现了获利回吐，令金条
和金币投资降至10年来的低点。 

吨 2018年第2季度 2019年第2季度 同比变化

投资 282.0 285.8   1%

金条和金币 248.2 218.6   -12%

 印度 39.3 44.5   13%

 中国 69.5 49.5   -29%

黄金ETF 33.8 67.2   99%

ETF

今年第二季度，投资者增持了67.2吨的黄金ETF，总持有量达

到6年最高点的2548吨。6月份强劲的流入（+126.7吨）超过了

4月份的大规模流出（-57.2吨）。  

以美元价值计算，由于资金净流入和金价走高，全球黄金ETF

的管理资产规模增长至1154亿美元，为2013年4月以来的最

高水平。今年上半年净流入107.5吨，高于2018年上半年的60.9

吨。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各国央行发表的鸽派货币政策评论，以

及金价的不断上涨，都是促使投资者增持黄金的关键因素。  

2019年截止目前，欧洲地区黄金ETF的规模增长占据全球流入

的较大部分。今年上半年，欧洲黄金ETF的持有量增加了87.2

吨，其中第二季度增加了67.2吨。  

1 截至2019年7月29日。

2 黄金ETF下的“其他”类别包括在澳大利亚，南非和土耳其上市的基金。

在英国上市的基金在第二季度处于领先地位：本季度该地区基

金吸引了全球黄金ETF流入的约75%。受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

以及特蕾莎•梅辞去首相后的领导权之争影响，投资者试图

在黄金中寻求避风港。英镑的大幅贬值也推动了本季度的黄金

ETF流入，其主因在于英国脱欧谈判一再失败后被削弱的英国

的经济增长前景。  

德国地区的基金也收获了可观的流入：中美贸易摩擦令该地区

投资者感到压力，相对安全的黄金受到青睐。持续的全球贸易

不确定性令德国的汽车业受到冲击，汽车制造商Daimler AG

公司和汽车行业供应商BASF最近发布的利润预警凸显了这一

点。坊间证据显示，这种脆弱性是推动资金流入黄金ETF的一

个因素。  

此外，极低的利率也为黄金投资者提供了额外的动力：今年6

月，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0.33%的历史低点。这一创纪

录的低国债收益率令黄金的吸引力上升：英国和德国黄金ETF

的持有量在第二季度分别增长11%（达到创纪录的554.1吨）和

2%（达到338.5吨）。第二季度美国基金温和增长4.8吨，6月份

巨额的流入逆转了此前的流出。  

北美地区黄金ETF在4月和5月的流出总计60.2吨，但到了6月

份出现强劲增长，其规模增加了65吨。6月份以美元计价的黄

金价格9%的上涨可能吸引了一些趋势投资者，该地区流动性

最佳的基金的强劲流入或为印证。总体而言，美国与各贸易伙

伴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以及投资者对低利率的预期：，美联

储发出了更为鸽派的货币政策立场——投资者预计在2019年

剩余时间里，可能出现多达三次的降息1，都对北美黄金ETF的

流入起到支撑作用。

在其它地区，黄金ETF在本季度又出现了小规模的流出。亚洲

地区基金规模下降4.1吨；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华安易富黄金

ETF流出5.4吨。我们认为，上半年中国地区基金总共流出9吨，

是投资者获利了结和转向更高风险资产的结果。其它地区的黄

金ETF总规模下降0.5吨。2 这部分资产规模仍然较小，总持有

量仅为31吨。

https://www.daimler.com/investors/reports-news/financial-news/20190623-adjusted-earnings-expectation.html
https://www.dgap.de/dgap/News/adhoc/basf-basf-group-ebit-before-special-items-considerably-below-expectations-outlook-for-full-year-lowered/?newsID=116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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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金条和金币  

2019年第二季度，个人黄金投资需求相对疲软。该部分需求连

续第三个季度同比下降，今年第二季度总量同比下降12%，至

218.6吨；其中，中国地区的减少约占全球需求下降总量的三分

之二。而全球上半年的需求量为476.9吨，处于2009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

在本季度开局稳定之后，随着金价上涨，个人黄金投资在6月份

停滞不前。 一些投资者卖出部分投资在高位获利离场，而另

一些投资者则持观望态度，这部分投资者认为金价上涨无法持

续，他们可以在金价回调之际以更低的价格入场。

黄金市场巨头在第二季度出现了分歧。中国第二季度金条和金

币需求降至49.5吨，为2016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

是投资者担忧情绪消退，且黄金价格持续上升处于高位。对汇

率的担忧是过去18个月支撑中国的个人黄金投资需求的主要

因素，而这在5月份有所缓解，主因在于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承诺将保持汇率稳定。在随后的6月份，当地黄金价格飙升至

322元人民币/克，这是六年半来的最高点。在目睹了中国大妈

们在2013年对黄金的狂热追捧以及随后的亏损之后，中国投

资者决定静观其变，等待一个波动较小的价格环境。以上因素

均抑制了新增购买量，增加了投资者的获利了结。 

与疲软的个人投资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投机交易量大幅飙升。6月份，以保证金交易的上海黄金交易所

的Au（T+D）黄金合约成交量达到2,062吨，为有记录以来的第

二高位。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conomy-yuan-cenbank/china-central-bank-affirms-stable-yuan-warns-against-speculators-idUSKCN1N00PA?il=0
https://en.powerchina.cn/china/2015-07/21/content_21370819.htm
https://en.powerchina.cn/china/2015-07/21/content_213708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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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另一方面，印度是本季度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今年第二季

度，该地区金条和金币的需求同比增长13%，达到44.5吨，是

第二季度五年以来的最高点。一年一度的印度教和耆那教节

日：Akshaya Tritiya支撑了5月份的黄金需求，节日期间黄金销

量同比飙升约20-25%。据业内人士估计，黄金投资产品约占这

些销售的60%。由于投资者认为金价还将继续上涨，在印度卢

比黄金价格本季度末达到34,006卢比/10克，接近2013年8月

创下的34,500卢比/10克的历史高点之际，印度个人投资者的

获利了结行为相对较少。  

中东地区需求下降27%，仅有15.7吨，主要原因是伊朗地区同

比31%的个人黄金投资需求的下滑。 这是自2016年以来伊朗

金条和金币需求首次出现同比下降。疲软的里亚尔和5月份高

得令人瞠目的当地黄金价格——平均6,050,110里亚尔/克——

使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并促使部分投资者获利了结。  

土耳其个人黄金投资需求同比下降15%，至9.9吨。当地黄

金价格在整个季度都有所上涨，并在6月25日达到创纪录的

263,893里亚尔/克，促使一些投资者对其持有的部分黄金进

行获利了结。  

在东亚，泰国的需求降至12.9吨，为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

低季度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金从实物黄金转向在泰

国证交所交易的对冲外汇风险的，现金结算的黄金合约的趋

势。该合约于2018年第四季度推出，并且越来越受到泰国黄金

交易商的欢迎。  

在越南，个人黄金投资总量稳定在9吨。美元黄金价格的上涨

推动了部分投资者高位获利了结，也令越南黄金批发市场价格

低于国际现货价格，并导致了非官方的黄金的跨境流出。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631842/gold-traders-want-to-burn-midnight-oil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631842/gold-traders-want-to-burn-midnight-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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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美国的个人黄金投资需求依然疲软。 第二季度的总量仅为3

吨，上半年的需求量为9.8吨，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造币厂第二季度金条金币销量降至19,000盎司，为2006

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许多传统的黄金投资者关注于

美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低失业率和持续的工资增长之际，美国

的个人黄金投资市场已苦苦挣扎了一段时间。6月份金价上涨引

发部分投资者抛售黄金，而二级市场金币溢价跌至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前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刺激了美国对德国的黄金出口。  

在欧洲，尽管价格上涨导致的获利了结规模没有那么显著，

但该地区的个人黄金投资需求依然疲弱。 第二季度该需求为

32.4吨，为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德国的需求略有上升

（同比增长1%），但这是与较低基数相比得出的结果（2018年

第二季度是自2010年以来需求第三低的季度）。尽管如此，电

视营销活动似乎还是刺激了大众对小金条（1克-3克）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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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吨 2018年第2季度 2019年第2季度 同比变化

央行和其他机构 152.8 224.4   47%

上半年央行需求处于全球央行成为
净买家的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  第二季度央行净购买量同比增长47%，达到224.4吨  

•  2019年上半年净购买总量为374.1吨，是自2010年全球
央行成为黄金净买家以来的最高水平  

•  波兰央行是本季度最大的买家；增持了100吨（+77%）
的黄金储备 

第二季度央行净购买总量为224.4吨，同比增长47%。2019年

前6个月的净购买量增加至374.1吨：同比增长57%，是自2010

年各国央行成为净买家以来的最高水平（按年度计算）。自去年

以来，全球央行的黄金购买势头持续强劲——2018年央行的

黄金购买量达到5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清楚地表明了央行

对黄金的态度。

对于外汇储备管理者们来说，持续的全球的不利环境仍然是

一个头痛的问题。因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加剧的经济低

迷继续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这反映在本季度动荡的金融市场

上。和其他普通投资者一样，各国央行在面临许多迫在眉睫的

风险时也希望从黄金中寻求对冲，以保护自己。 



11黄金需求趋势 | 2019年第二季度

央行 

央行的购金需求仍在地域上相对分散。2019年上半年，有9家

央行的黄金储备至少增加了1吨。这延续了近几个季度的趋势，

增持黄金的需求已在更多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

之间蔓延开来。3 

波兰央行的巨额购买量使得俄罗斯央行的购金量在第二季度

的排名下滑至第二位。波兰此前曾在2018年将其黄金储备增

加了25.7吨，今年第二季度又购买了100吨。这是自2009年11

月印度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200吨黄金以来的单个央行季

度最高购买量。4 波兰国家银行行长Adam Glapiński教授表

示， 此次黄金购买具有战略意义，旨在进一步保障该国的金

融安全。5 

俄罗斯第二季度黄金储备增加38.7吨，使其本年度的净购买

量达到了94吨，但仍低于2018年上半年105.3吨的净购买量。

截至6月底，该国黄金储备为2,207吨，相当于其总外汇储备的

19%。今年5月，俄罗斯央行下调了其黄金购买价，以鼓励国内

生产商出口更多黄金。央行行长Elvira Nabiullina说：“我们

推出黄金购买折扣，因为我们看到卖方主要向央行出售黄金”

，并且“折扣使得国内条件与国外一致，也能够激励黄金生产

商…出口”。这与俄罗斯央行在本季度末的购买量略有下降相

呼应，但该央行澄清道：“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决定减少黄金购

买量”。 6 

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储备增长了74吨。第二季度月度净购买

量略有增加，使2019年的月平均购买量达到了12.3吨（第一季

度为11吨）。土耳其继续增加黄金储备，上半年增加60.6吨，同

期哈萨克斯坦的黄金储备增加24.9吨。上半年至少增加1吨黄

金储备的其他央行包括：印度（17.7吨）、厄瓜多尔（10.6吨）、

哥伦比亚（6.1吨）、吉尔吉斯共和国（2吨）。 

菲律宾央行 5月底宣布，将开始从当地小规模金矿商手中购买

黄金。预计每年的购买量将达到100万盎司，远高于目前的2万

至3万盎司。7 

卖出仍然只占买入的一小部分。在前六个月，公开宣布的总销

售量为7.2吨，仅占总购买量的2%。 

但在第二季度，有关委内瑞拉黄金储备互换协议的更多消息浮

出水面。今年4月有报道称，委内瑞拉被认为在与花旗银行和

德意志银行的黄金掉期交易中违约。这意味着银行控制了支撑

掉期交易的14亿美元的黄金（约28吨）。 

我们对掉期协议的理解是，如果协议以违约告终（即黄金没有

按原计划返还），它们将被视为出售。因此，在我们的数据中，

第二季度这份掉期协议的终止被视为委内瑞拉的一次黄金的

卖出。8 这并不是我们第一个以销售记录的委内瑞拉黄金掉期

协议。2017年第四季度，约45吨的掉期交易以违约告终， 

2019年第一季度的违约掉期交易量约为42吨。委内瑞拉黄金

储备的急剧下降仍受到市场参与者和国际政府/官方机构的密

切关注。 

在其他地区，正如最近几个季度的数据显示，央行宣布的黄金

销售量很小而且频率也很低。今年上半年，只有另外四家银行

将黄金储备减少了1吨或更多：乌兹别克斯坦（-3.7吨）、德国

（-3吨）、塔吉克斯坦（-1.8吨）、蒙古（-1.7吨）—— 前者涉及

一项建立多年的铸币计划。 

3. 本文引用的国家一级活动数据的依据是出版时最新的现有数据。

4. 中国在2015年6月宣布的604.3吨的购买量被排除在外，因为这是过去5年的采购量。

5. www.bankier.pl/wiadomosc/NBP-kupil-w-czerwcu-blisko-100-ton-zlota-7703043.html

6. in.reuters.com/article/russia-cenbank-gold/russia-cbank-lowered-gold-purchase-price-to-encourage-exports-governor-idINL8N2433O7

7.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5-29/gold-rush-by-central-banks-gets-boost-as-philippines-joins-push

8. 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尚未反映出这一掉期协议对委内瑞拉黄金储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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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行业 

吨 2018年第2季度 2019年第2季度 同比变化

科技行业 83.3 81.1   -3%

电子行业 66.5 64.7   -3%

其他行业 12.8 12.7   -1%

牙科 4.0 3.7   -7%

2019年第二季度，尽管下降速度有
所放缓，科技行业对黄金的需求依
然低迷，我们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到
2019年下半年  

•  电子行业的关键领域再次出现需求疲软的迹象，印刷电
路板（PCB）需求是唯一的增长领域  

•  其他技术应用出现小幅下降，牙科用金需求持续下降，
同比下降7%。 

今年第二季度，科技行业黄金总消费量降至81.1吨，同比下降

3%。由于电子行业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中美之间持续的贸

易争端，这已是连续第三个季度需求出现下降。然而，有复苏

的迹象出现，因此我们预计在2019年下半年下降速度将继续

放缓。 

电子行业   

由于整个行业普遍发展放缓，电子产品所用黄金量在第二季度

下滑3%，至64.7吨。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最近将其此前

预测的2019年半导体需求下降3%修正为下降12.1%，到2020

年下降率恢复至5.4%。这充分说明了这种放缓趋势。9   

印刷电路板的需求是本季度的一个积极因素，同比增长了

1-3% 。在传统的第一季度的淡季之后，由于5G相关应用的加

速增长，印刷电路板需求出现了小幅增长。预计这将是今年剩

余时间的关键驱动因素。而随着电动汽车市场的持续增长，与

汽车相关的长期应用有望提供持续的支持。  

 

发光二极管（LED）用金需求第二季度表现依旧疲软，该领域

的黄金使用量同比下降4-8%。持续不断的中美贸易摩擦继续

对该行业造成沉重压力，需求下降导致库存水平增高也带来了

负面影响。此外，微型LED开始在背光应用中占有一席之地；

预计它将在今年开始与含键合金线的OLED在显示器市场展

开竞争。随着芯片键合技术向芯片规模封装（CSP）技术的转

变，LED领域的黄金需求可能会保持疲软状态。 

内存领域的用金需求与第一季度的表现持平，同比平均下降

2-6%。智能手机、其它消费产品和数据存储中心的需求依然

疲弱。供应过剩造成价格压力，进而导致主要内存制造商降

低利用率和资本支出投资，以将损失降至最低；据报道，韩国

芯片制造商SK Hynix推迟了其在中国的代工厂增加产量的计

划。 

无线行业用金量同比降幅为6-10%，较第一季度有明显改善。

这是由推出的几款5G智能手机，以及增加的5G基站订单带来

的。随着5G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对功率放大器（PA）模块的需

求将显著增加。为了支持多频段的高数据传输速率，PA的使用

量将是4G的两至三倍。展望未来，受益于5G应用和光传感器

的增长，预计无线工厂的利用率将在每个季度都有所加强。 

亚洲的主要制造业中心，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区）和日本第二季

度的黄金使用量分别下降了5.3%和4.0%。与第一季度一样，

美国的科技用金量逆势上扬，增长了3.0%。 

其他行业及牙科 

牙科需求继续下降，同比下降7%，至3.7吨，所有地区都出现

了下滑。与此同时，其他行业应用领域的黄金使用量下跌1%，

至12.7吨。然而，黄金应用领域的研发在本季度取得了一些有

趣的进展，其中有关特别设计的金纳米颗粒被用于将二氧化碳

转化为有效燃料的报道尤为突出10。这些技术的发展可能在

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9. www.wsts.org/esraCMS/extension/media/f/WST/4065/WSTS_nr-2019_05.pdf

10.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9/SC/C9SC02369K#!divAbstract

http://www.theinvestor.co.kr/view.php?ud=20190618000664
http://www.theinvestor.co.kr/view.php?ud=2019061800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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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产量   
今年第二季度，全球金矿产量同比增长2%，达到882.6吨。继

一季度产量突破847.5吨的记录之后，这是全球产量第二季度

的创纪录水平。目前上半年金矿总产量为1730.2吨，比2018年

上半年增长1.1%。正如我们在之前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中所指

出的，这是今年非常强劲的开局。  

主要黄金生产国在第二季度的产量出现显著增长。受益于新

项目的开展，加拿大和俄罗斯的黄金产量均同比增长9%。在

加拿大，Brucejack、Rainy river 和 Moose River产量持续

上涨，再加上Meliadine开采项目的上线，令二季度金矿产量

出现增长。在俄罗斯，Natalka项目产量增加，加上来自其他几

个矿场，特别是该国东部地区的产量增长，共同推动了总产量

吨 2018年第2季度 2019年第2季度 同比变化

供应总量 1,121.3 1,186.7   6%

金矿产量 869.2 882.6   2%

生产商净套保 -37.7 -10.5                       – 

回收金 289.8 314.6   9%

由于创纪录的金矿产量和更高的回
收量，第二季度全球黄金总供应量
增加了6%，使得上半年的增长率达
到了2%。 

•  第二季度金矿产量同比增长2%；是有史以来产量最高
的第二季度  

•  2019年第二季度，全球金矿商套期保值量减少了10.5
吨，据估算，6月底套保量约为209吨 

•  临近季度末金价的大幅上涨推动，回收金总量同比上
升9%。 

的增加。美国的黄金产量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同比增长9%

）。Carlin和Cripple Creek产量的增加抵消了Goldstrike和

Cortez预期的产量下降。多个金矿产量的增加令澳大利亚的

黄金产量也有所上升（+6%），哈萨克斯坦的二季度的黄金产

量（+18%）则受益于Kyzyl项目的持续增产。在西非，非洲大陆

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加纳的金矿产量同比增长6%，增量部分主

要来自Ahafo和Akyem。 

中国、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的产量继续下降。中国的黄金产量出

现了又一个季度的同比下降。2017年实施的更严格的环境法

规继续对中国的金矿行业产生影响，尽管该负面影响有所减

弱，但全国产量仍同比下降4%。受劳工行动影响，南非的产量

同比下降12%。由于2018年11月开始的罢工，Beatrix、Kloof和

Driefontein的产量大幅下降，罢工直到4月底才结束。印度尼

西亚的金矿产量下降了48%。Grasberg，露天金矿最后阶段的

高等级矿品开采枯竭，以及随后转向地下开采，令印尼的金矿

产量相较2018年继续下降。Batu Hijau矿山仍受到露天开采

7期工程扩张计划、铜精矿出口限制以及当地冶炼能力不足的

制约。 

货币疲软助力矿商利润率的提升。黄金生产国货币的疲软帮助

降低了非美元成本，令南非、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纳等

主产国矿商可用资金出现增长。不断上涨的金价——尤其是以

主产国货币计价的金价——对于矿商而言仍更具优势，令其利

润率提升。这使该行业处于相当健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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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净套保 

今年第二季度，黄金矿商净套保解除行为令全球金矿生产商的

净套保总量减少了10.5吨：据估计，截至6月底，全球金矿商套

保总量约为209吨。年初至今，净套保解除量为8.3吨。 

尽管金价上涨，但套期保值总量并不高。第二季度的黄金价格

上涨叠加生产国货币的走弱，致以多种货币计价的金价达到多

年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达到创纪录）的高点。

澳大利亚的矿商一直是最活跃的，在过去一年主导了全球套保

总量的规模。当地创纪录的金价——首次突破2000澳元/盎

司——吸引了一些新的套保仓位。11 例如，Resolute Mining在

二季度增加了3万 盎司的套保量。在其他地区，不断上涨的黄

金价格还并没有吸引到值得关注的套保量的增长。新增套保仓

位仍然是零星的、战术性的。

11. www.gold.org/goldhub/gold-focus/2019/07/australian-dollar-gold-beyond-2000oz

2019年1月 2019年2月 2019年3月 2019年4月 2019年5月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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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金  

第二季度回收金供应量为314.6吨，比去年同期增长9%。2019

年至今，金价表现强劲，尤其在第二季度突破1350美元/盎司

的关键心理价位后，由于一些消费者希望在高位锁定利润，市

场上出现了一波抛售浪潮。年初至今，回收黄金总量为602吨，

较2018年同期增长7%，为2016年金价飙升导致的大量抛售以

来上半年回收量的最高水平。

考虑到金价在第二季度的表现，回收量的增加或许并不令人意

外，但回收金市场间的差异却较为明显。在北美和欧洲等西方

市场，6月份回收量的增加是该季度整体增长的主要原因。4月

和5月的回收金供应量变动不大，这意味着6月份的供应增加对

第二季度的总体平稳增长提供了助力。 

在中东，伊朗再次出现了强劲的回收金绝对量的增长，略高于

去年同期水平。在五月份国际金价下跌之际，美元兑里亚尔汇

率的波动支撑了当地的黄金价格，但随后在6月份抵消了金价

的上涨。另一方面，尽管价格上涨，土耳其的回收金供应的增

长却低了很多。其原因在于消费者对价格的预期，他们普遍认

为涨势还将持续，因此等待以更高价格卖出。埃及的回收市场

在2016年激增之后，目前正在向正常水平恢复，这也意味着该

市场的回收金供应再次出现了同比下滑。 

在中国，第二季度的回收金供应同比增加明显。虽然四月和五

月市场比较平静，但随着6月份金价上涨，消费者在珠宝商开展

的回购促销活动的吸引下，纷纷抛售黄金。此外，中国黄金回收

市场近期的进展也可能是黄金回购量增加的原因之一。随着6

月份金价升至32,000卢比/10克以上，印度的黄金回收量也开

始增加。不过，在亚洲其它地区，人们对金价上涨的反应更加

温和。

https://www.gold.org/goldhub/gold-focus/2019/07/advancements-chinas-gold-buy-back-market
https://www.gold.org/goldhub/gold-focus/2019/07/advancements-chinas-gold-buy-back-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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