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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央行储备及黄金ETF需求量提
振了全球黄金需求

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需求增长至
1,053.3吨，同比增长7%。

相比之下，2018年第一季度的需求相对疲弱，需求降至了984.2吨的
三年低点。本季度各国央行持续快速购金：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增长
145.5吨。黄金ETF需求也出现增长：这些产品季度增长49%，达40.3
吨。金条与金币投资需求有少许下降，至257.8吨(-1%)，这是因金条
需求下降所致，而官方金币购买量增长12%，至56.1吨。金饰需求略
强于去年同期，为530.3吨，主要得益于印度市场的改善。受经济增长
放缓的影响，科技行业的黄金使用量降至79.3吨的两年低点。第一季
度的黄金供应量几乎没有变化，仅较去年同期减少3吨，至1,150吨。

重点关注 
全球各国央行共购买了145.5吨
黄金，这是自2013年以来第一
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储备的最大增
长。储备多元化及对安全、流动
性资产的渴望，成为央行购金的
主要推动力。计算过去连续四个
季度的数字，黄金购买量达到了
715.7吨的历史新高。

在印度市场的推动下，第一季
度全球金饰需求增长1%。2月
底/ 3月初，印度卢比黄金价格
走低，恰逢传统的黄金购买结婚
季，印度金饰需求升至125.4吨(
同比增长5%)，为2015年以来第
一季度的最高需求。

第一季度全球黄金ETF及类似产
品需求增加了40.3吨。在美国和
欧洲上市的黄金ETF从资金流入
中获益最大，尽管前者相对波动
性更大，而后者的需求则受到持
续的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支撑。

全球金条与金币的投资需求小幅
下跌1%，至257.8吨。中国和日
本是下降的主要原因。随着2月
份日本当地价格飙升，在获利
回吐的推动下，日本出现了净
减持。

用于电子、无线和LED照明等应
用的黄金科技需求量下跌3%，
至79.3吨。贸易摩擦、消费电子
产品销售疲软以及全球经济逆风
冲击了科技行业的用金需求。

更多信息还请联系： 
marketintelligence@go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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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购金推动全球黄金需求增长，第一季度净购买量达到6年高点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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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饰需求小幅上涨，至530.3吨 
• 大部分增长来自印度，当地黄金价格的适时调整

刺激了婚庆相关商品的需求

• 美国的需求实现连续第九个季度增长，增长1%， 
至24吨，为2009年以来的第一季度总需求的最
高水平

• 与此同时，中国在该季度的需求同比下降2%，
至 184.1吨，这是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及国际贸易
摩擦影响了消费者情绪。

吨 2018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同比变化

全球总量 527.3 530.3   1%

印度 119.2 125.4   5%

中国 187.5 184.1   -2%

1 根据印度历法，Kharmas（亦称Malmas）时期是印度北部遵循的不吉利时期。

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金饰需求小幅上升至530.3吨，
价值222亿美元。印度为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需求为125.4吨，为2015年以来第一季度的最高水
平。尽管美国的需求继续增长，但鉴于政府长期停
摆打击了1月份的需求，增速有所放缓。中东地区
开始复苏，出现适度同比增长，尽管这主要是因为
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出台增值税打击了2018年第一
季度的需求。伊朗是个明显的例外，其需求下降了
10%。

印度 

婚礼采购和较低的价格将印度金饰需求推高至 
125.4吨（同比增长5%）。第一季度的前半需求低
迷；长达一个月的Kharmas/Malmas不吉时期于1月
中旬结束后，当地黄金价格随之大幅上涨，在2月第
三周达到33,730卢比/10克。1 随后价格迅速回落，
在3月第一周跌至32,000卢比/10克，消费者利用价
格调整这一机会，争相购买婚庆相关商品，将当地
价格推高至溢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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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kshaya Tritya（印度佛陀满月节）是印度历法中一个非常吉祥的神圣日子，人们认为它会带来好运和成功。在Akshaya购买黄金极为常见，
因为人们相信这会带给他们繁荣富足的未来。

3 www.turkstat.gov.tr/Start.do;jsessionid=k9TbcCLpW1xQ2RcVQRYkLsnvSNqr4q4bJnGjgWJmQJ8YFHsVtDw6!100113062 

4 第一季度的季度平均价格创下了225.3里拉/克的记录，这一平均价格平衡了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的峰值和最低值。 

更多的吉日刺激了对婚庆相关商品的需求。2019年
第一季度，印度日历上有21个婚礼吉日，是2018年
第一季度的三倍。这是印度金饰需求增长的一大关
键因素。

截至目前，该市场几乎未受到于3月中旬生效的现金
流动限制的影响。《选举行为守则》规定，任何人
在未持有证明现金合法来源和最终用途相关文件的
情况下，不得携带超过5万卢比（约合700美元）的
现金。但考虑到印度大选的时间——4月11日至5月
19日，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第二季度的需求 

零售促销同样吸引了消费者。有组织的零售商们意
识到，金饰面临着来自电子产品、设计师品牌和假
期消费等日益激烈的竞争，因此推出了促销计划来
吸引消费者。最常见的方式是金饰加工费的打折促
销活动，但一些零售商也开始积极促销低纯度(14c)
的轻量级金饰，主打消费群体为年轻消费者。除
了这些促销活动，金饰需求可能还将在第二季度得
到提振，原因包括传统的婚礼季采购、5月7日的
Akshaya Tritiya节，以及高于去年的农作物价格。2

中国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消费者在购买金饰方面相对保
守。尽管传统的春节假期刺激了需求，但金饰需求
仍下降了2%，至184.1吨。市场面临一些不利因
素：第一季度的黄金价格波动相对较大，消费者对
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仍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在
国际贸易冲突的背景之下。 

尽管增长乏力，中国的金饰市场仍在不断创新和发
展。古法金和3D硬金在过去的12-18个月里均已在
市场上夺得一席之地，紧随其后的是一种新的黄金
品类，与22k黄金展开竞争。

“5G黄金”或“硬足金”确保24k黄金的纯度的同时，
还拥有3D硬金的硬度以及18k黄金的时尚设计。这将
成为未来一年里值得关注的细分市场。

中东和土耳其

今年第一季度，中东和土耳其的金饰市场喜忧参
半。尽管土耳其和伊朗的需求都受到了货币贬值的
冲击，但埃及的增长可观。尽管阿联酋和沙特阿拉
伯均实现了增长，但这主要是因为增值税的出台，
导致2018年第一季度的金饰市场非常疲软。

由于里拉兑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推动当地黄金价
格稳步走高，土耳其金饰需求下降12%，至8.9吨。
消费者面临着持续的经济困境：失业率升至15%，
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冲击可支配收入。3 尽管以里
拉计价的黄金价格仍低于2018年8月创下的记录高
点，但它延续了自11月下旬开始的稳步攀升。4 在
这种情况下，金饰需求下降实属意料之中。另一方
面，随着经济日益艰难和地缘政治环境日趋恶化，
金条和金币的需求也随之飙升。

伊朗面临类似挑战。伊朗仍然深受制裁影响，第一
季度的本币兑美元汇率下跌21%。因此，金饰需求
同比下降10%，至9.6吨，为四年以来第一季度金饰
需求的最低水平。随着需求从2018年第二季度至第
四季度的严重疲软中复苏，2019第一季度的需求相
对乐观（增长了27%）。但我们认为，在2019年余
下的时间里，市场或将承压，继续出现同比下滑现
象。

http://www.turkstat.gov.tr/Start.do;jsessionid=k9TbcCLpW1xQ2RcVQRYkLsnvSNqr4q4bJnGjgWJmQJ8YFHsVtDw6!10011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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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其他国家第一季度的金饰需求走强，主要是
因为2018年需求疲软，而非真正的需求强劲。阿联
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需求同比分别增长了6%和10%。
由于新增值税政策出台，2018年第一季度的需求大
幅下滑，因而与2019年第一季度形成鲜明对比。阿
联酋向游客提供的增值税退税政策接受度有限：尤
其是，印度游客不愿申报，以防他们的信息被印度
税务机关发现。沙特阿拉伯在其本地驱动的重压之
下继续下滑；缺乏经验、相对缺乏技能的当地劳动
力正努力填补外籍工人留下的空缺。

埃及的情况是更为真实的结构性改善。需求实现连
续五个季度同比增长，增至6.9吨。当地货币的持续
升值助推当地黄金价格大幅下跌，刺激了本季度需
求。精明的制造商为削减劳动力成本，将生产转移
到埃及，此举促进了金饰贸易。

西方

美国金饰市场略有增长：第一季度的需求达24吨。
尽管这是第三大金饰市场连续第九个季度实现同比
增长，但其增速明显放缓。政府长期停摆打击了1月
份的需求，当月金饰进口下降即为最佳证明。

但该市场仍有一些闪光点。高端金饰市场依然强
劲。在较为富裕和/或以拉美裔美国人为主的地区，
独立零售商的季度业绩强劲。低端、大众市场零售
商的恢复能力较差，尽管黄金所面临的来自品牌银
饰和时装首饰的挑战正在消退，预示着黄金需求形
势向好。令人担忧的是，在婚礼市场中，铂金和基
本金属正在蚕食黄金作为男性结婚戒指首选金属的
地位。

欧洲金饰需求下滑1%，至12.7吨，与2017年第一季
度持平。该地区的疲软主要是由于英国和法国的需
求下降，这两个地区的需求受到经济前景脆弱和政
治不确定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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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里拉疲软推高了当地黄金价格，土耳其金饰需求收缩 

吨 里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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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其他国家

第一季度，亚洲地区规模较小市场的表现参差不
齐。市场表现分为疲软（韩国和新加坡）、稳定
（马来西亚、日本和泰国）以及强劲（越南和印
度尼西亚）。

韩国的市场疲软现象最为明显，其需求下降了
19%，至5.0吨，为自2009年以来第一季度的最低
水平。该市场因全球贸易周期及卷入中美贸易争端
而受到影响。第一季度的出口总额出现两年多来的
首次下滑，失业率因此升至9年来最高水平。5

与之相反的是，越南第一季度的形势较为乐观：金
饰需求同比增长6%，至5.4吨，为2011年第一季度
以来金饰需求最为强劲的一个季度。健康、持续的
经济增长对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越南新年（春
节假期，亦是购买黄金的传统时机）期间为金饰需
求提供了支持。

日本的金饰消费者似乎深受黄金的投资属性吸引。
零售商称“kihei”项链（一种用于投资目的的普通
大克重黄金产品）颇受人们欢迎。这种现象十分有
趣，因为它表明希望从黄金投资收益中获利的金饰
买家与黄金个人投资者之间存在脱节，而在第一季
度，后者主要从投资持有中获利。

5  www.kostat.go.kr/portal/eng/index.action

http://www.kostat.go.kr/portal/eng/index.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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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条和金币需求稍显弱势，为
257.8吨; 全球黄金ETF持仓规
模增加40.3吨
• 金条需求下滑5%，主要是因为中国和日本的需求

疲软

• 与之相反，多个市场的金币需求增加，推动全球总
量增长12%

• 第一季度，全球投资者所持有的黄金ETF规模增加
了40.3吨。

吨 2018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同比变化

投资 288.4 298.1   3%

金条和金币 261.3 257.8   -1%

 印度 32.3 33.6   4%

 中国 77.3 71.2   -8%

黄金ETF 27.1 40.3   49%

黄金ETF

今年，以黄金为依托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开局良好，
第一季度的全球流入为40.3吨。按价值计算，这些
资金流入相当于19亿美元。但该季度的规模并非持
续不断增加—各个月份具有明显差异：1月份大量
流入（+71.4吨）被2月份的流出（-32.9吨）部分抵
消，3月份流入流出基本持平（+1.8吨）。第一季
度，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增长近2%，并于第一季度末
达到2,482.8吨（合1,034亿美元）。

就地区层面而言，美国和欧洲的上市产品均有可观
的净流入，分别为26.4吨和20吨，而亚洲及其他地
区的上市基金资产管理规模略有下降（-6.1吨）。

 

第一季度，美国上市基金增长2%。投资者增持北
美上市基金26.4吨，相当于11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但整个季度的流量变动并不一致。1月份强劲流入
（+53吨）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国政府关门、白宫
取消原定的贸易谈判后中美紧张局势升级、以及人
们对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疑虑日益加深。今年2月，
随着更多的策略投资者从其持有基金中获利了结，
大部分资金的流向发生了逆转。

尽管美国股市的季度收益率创下了10年来最高水
平，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向更为中性的立场的转变
还是支撑了投资者对黄金的偏好。与此同时，市场
预期的转变—从美国加息的预期转向今年余下时间
利率保持不变的预期，为黄金ETF的需求提供了支
撑。6 市场对美联储更为鸽派的预期将在今年剩下的
时间里继续支撑该地区的黄金ETF需求，尽管股市
持续看涨将成为一大不利因素。

欧洲上市的交易所交易基金资产管理规模仍接近历
史最高水平。随着欧元计价黄金价格在今年年初几
周内飙升至18个月最高点，欧洲地区的黄金ETF持
续出现净流入（+20.1吨）。这些产品的资产管理规
模创下历史新高，突破1,200吨。自1月份资金流入
以来，投资一直保持稳定；2月份的少量的流出已在
3月份全部逆转。

6 www.gold.org/goldhub/research/the-impact-of-monetary-policy-on-gold

http://www.gold.org/goldhub/research/the-impact-of-monetary-policy-on-gold
http://www.gold.org/goldhub/research/the-impact-of-monetary-policy-on-gold
http://www.gold.org/goldhub/research/the-impact-of-monetary-policy-on-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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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仍是该地区投资的一大重要驱动因素，在
低/负收益率、金融市场动荡和地缘政治担忧的背景
下，投资者看重黄金的避险地位。7 即将到来的欧洲
议会选举，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该地区获得更
多支持的可能性，无疑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意大利
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及正在进行的英国退欧进程亦
为投资者所担忧。后者解释了为何英国的黄金ETF基
金的持有量在第一季度保持在历史高点附近。

第一季度，在其他地区上市的黄金ETF持仓规模出
现少量流出。亚洲上市基金流出4.9吨，其中以中国
为主。由于投资者们着眼于不断上涨的国内股市，
博时黄金ETF（包括I与D份额）与华安易富黄金ETF
持仓规模分别下降2.1吨和2.9吨。 

7 www.gold.org/goldhub/research/market-update/european-etps-reach-record-highs

金条和金币

2019年第一季度，金条和金币需求总量为257.8吨，
同比下降1.4%，中国需求减少及日本净投资缩减导
致全球金条需求同比下降5%是主要原因。然而，官
方金币需求呈现出自2014年以来的最佳开年局面，
同比增长12%，达56.1吨。伊朗、土耳其、南非、
英国和美国是此轮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http://www.gold.org/goldhub/research/market-update/european-etps-reach-record-highs


08黄金需求趋势 | 2019年第一季度

投资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个人投资需求下降8%，至
71.2吨。今年开局良好，许多投资者在春节前夕人
民币计价黄金价格下跌之际逢低买入。但随着季度
流转，2月和3月的个人投资兴趣相对低迷，需求逐
步减少。反之，中国的许多个人投资者更加关注不
断飙升的股市—沪深300指数在第一季度的涨幅高
达30%，并且人民币也在不断走强，这都得益于近
期推行旨在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已有迹象表明，中国黄金市场供需日趋收紧。由于
政府控制了黄金进口配额，今年一季度的黄金进口
量是自2014年以来最低的第一季度。供应减少推高
了上海金基准价相对伦敦金定价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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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黄金交易所；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世界黄金协会

中国溢价上升反映出供应吃紧

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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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日本的黄金市场今非昔比。在本世纪之交，黄金年
度需求偶有超过100吨。如今，日本的金条和金币的
销售随处可见。由于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日本黄
金价格上涨14%，投资者从中获利，因而在2019年
第一季度，日本净投资缩减6.2吨，与2018年第一季
度的1.5吨净买入相比呈现出大幅逆转。尽管日本的
零售金条和金币市场出现萎缩，但对kihei金饰（一
种用于投资目的的重型、高纯度的金饰）的需求出
现激增。详情请参阅金饰章节。

印度第一季度黄金价格下跌，推动需求同比增长
4%。第一季度，印度对金条和金币的需求增至
33.6吨，这是因为卢比走强，当地金价自高点回落
之际，投资者逢低买入。尽管需求增加，但仍相对
疲软，不断上涨的股市仍是众多城市投资者的兴趣
所在。

尽管互联网投资黄金目前仅占需求的一小部分，
但其提供商的格局仍在不断演变。Google Pay
为该市场的新进入者，并于近期宣布与印度唯一
获得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认证的精炼公
司MMTC-PAMP达成协议。8 对数码科技有了解
的黄金投资者可通过其智能手机上诸如PayTM 
Gold、PhonePe、MobiKwik、SafeGold、以及如
今的Google Pay之类的应用，购买黄金的门槛低至
1卢比。

日本的个人投资市场今非昔比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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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属聚焦公司；Refinitiv GFMS；世界黄金协会

8 www.livemint.com/technology/tech-news/google-pay-launches-gold-buying-partners-mmtc-pamp-india-1554989215660.html

http://www.livemint.com/technology/tech-news/google-pay-launches-gold-buying-partners-mmtc-pamp-india-1554989215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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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主要市场保持健康发展。泰国作为该地区
最大的黄金市场，其个人投资需求在第一季度稳定
在21.3吨。越南农历新年前后（春节假期）的强劲
需求提振了零售金条和金币市场，同比增长5%，至
13.3吨。随着国内黄金价格在经历了近2018年底大
幅波动后企稳，印度尼西亚的黄金需求增长了5%。

中东需求同比增长10%。这主要得益于伊朗金条和
金币市场需求的强劲增长，同比上升20%。这部分
增长抵消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需求萎缩（均同
比下降了5%）。

尽管伊朗的同比增长强劲，但其各季度的需求有所
下滑。伊朗里亚尔持续暴跌，2019年第一季度下跌
了21%左右，使一些当地的个人投资者无力承担黄
金的投资。

在经历了2018年下半年的低迷期后，土耳其的金条
和金币市场于2019年第一季度恢复活力。由于投资
者对经济及政治局面越来越感到不安，土耳其金条
金币需求同比增长了25%，至16.4吨。逼近15%的
失业率，持续攀升的通胀，以及国内和国际政治紧
张局势均加剧了投资者的担忧。

投资

伊朗的金条和金币需求已从近期高点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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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金条和金币需求量同比增长38%。今年的良
好开局更多地折射出2018年第一季度的疲软，而非
个人投资者对黄金兴趣的强劲反弹。其7.6吨的黄金
需求量仍相对疲软，远远低于12.9吨的三年季度平
均及13.7吨的五年季度平均水平。1月份表现尤其强
劲，但3月份黄金价格跌破1,300美元时，许多交易
商对个人投资者的兴趣缺乏感到失望。

欧洲经济及政治的不确定性推动投资增长。随着投
资者日益意识到经济增长放缓、衰退可能性加大以
及持续的政治风险，欧洲金条和金币的需求量上升
了10%，至44吨。该地区最大的黄金市场德国需求

小幅上涨3%，至24.1吨。而欧洲需求整体增长的
主要驱动来自于相对较小的欧洲其他各国市场。英
国的需求量增长58%，至3.6吨，相当于1.148亿英
镑（合1.495亿美元），为2012年以来的最高季度价
值，这是因为投资者希望保护自己的财富，免受退
欧可能带来的潜在动荡的影响。

投资

英国退欧推动英国投资价值达到六年最高水平

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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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属聚焦公司；Refinitiv GFMS；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Datastream；世界黄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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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2018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同比变化

中央银行及
其他机构 86.7 145.5   68%

央行

自2013年以来，全球各国央行
最为强劲的第一季度净购金量
• 第一季度，全球各国央行的净购金量总计145.5吨

• 这是自2013年（179.1吨）以来最为强劲的第一季
度

• 各国央行继续买入黄金：今年第一季度，9家央行
增加了逾一吨的黄金储备。过去四个季度的需求
量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达715.7吨。

这部分的需求依然强劲。2018年推动各国央行净购
金量达到50年最高水平的因素，对于2019年初的购
金行为仍具重要意义。贸易紧张局势、增长乏力和
低/负利率经济环境所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向
外汇储备管理者施压。同时地缘政治仍然让人感到
恐慌。面对这些挑战，各国央行继续囤积黄金。

各国央行的净购金行为因其购买体量及全球扩张再
次引人注目。9 俄罗斯央行再次成为最大买家，其第
一季度增持了55.3吨，使其黄金储备达到2,168.3吨 
(占总外汇储备的19%)。作为“去美元化”策略的措
施之一，俄罗斯在2018年购买了274.3吨黄金（连
续四年的年均增长达到200吨），同时大幅减持美
国国债。第一季度结束后不久，俄罗斯央行副行长
Sergey Shvetsov表示，面对“持续存在的制裁风
险”，有必要“进一步增加外汇和黄金储备”。10今年第一季度，各国央行的净购金量达145.5吨，同

比增长68%。这是自2013年（179.1吨）以来第一
季度的最高净买入，远高于129.2吨的五年季度平均
水平。计算过去连续四个季度的数字，715.7吨的需
求总量达到了历史新高。

 9 引用的各国黄金吨位数据为本报告发布时可用的最新数据：一些数据可能并不包括第一季度的所有月份。

10 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4/04/russia-s-central-bank-flip-flops-on-need-to-build-up-reserves-to-500-bln-a65086

各国央行购金量：连续四个季度总量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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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4/04/russia-s-central-bank-flip-flops-on-need-to-build-up-reserves-to-500-bln-a6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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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中国第一季度的黄金净购买量为33吨，在暂停25个
月之后，于去年12月再次开始买入。在过去的4个
月里，中国人民银行（简称 “中国央行”） 的月度
净购买量平均为11吨。截至目前，其黄金总储量为
1,885.5吨，不足总外汇储量的3%。

其他几家央行也在第一季度大幅增加黄金储备。厄
瓜多尔央行自2014年以来首次购买黄金，黄金持有
量增加了10.6吨。土耳其央行也继续推进其黄金储
备计划，买入40.1吨黄金。印度央行在中断9年后，
于2018年再次开始购金，买入8.4吨黄金。印度央
行（RBI）的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3个月增长，第
一季度末储备量达到608.8吨。哈萨克斯坦央行增持
11.2吨，其黄金储备目前已连续78个月增长，卡塔
尔央行增持9.4吨，哥伦比亚央行增持6.1吨，这些
国家亦是本季度值得注意的买家。

第一季度的国家央行售金量共计11.3吨。这是近段
时间以来黄金销量的最高水平，主要来自三家央
行。乌兹别克斯坦央行从3月份开始公布其黄金储
备，今年第一季度出售黄金6.2吨，而蒙古（出售
3.4吨)和塔吉克斯坦（出售1吨）是另外两家黄金储
备至少减少1吨的央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季度
的数据145.5吨包括了2015年委内瑞拉和花旗银行
之间16亿美元（约42吨）的掉期交易，这笔交易
已于今年3月到期，且尚未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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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行业

吨 2018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同比变化

科技行业 81.8 79.3   -3%

电子行业 65.3 62.9   -4%

其他行业 12.5 12.9   3%

牙医业 4.0 3.6   -11%

2019年第一季度，科技行业用
金量进一步下降，主要缘于电
子行业需求的疲软
• 电子行业中，汽车电子、消费电子产品及电子照

明行业普遍疲软

• 其他技术应用行业的黄金需求量有小幅增长，但
牙医业用金量持续下降，同比下滑11%

总体而言，第一季度科技行业的黄金使用量降至
79.3吨，同比下降3%。这是连续第二个季度需求量
下降，亦是电子行业疲软和中美贸易争端持续的直
接后果。

电子行业

第一季度电子产品的黄金使用量下降4%，至62.9
吨，原因在于整个行业增长放缓。该行业领军企业
苹果(Apple)在第一季度发布了17年来首次盈利预
警，这是消费电子产品销售疲软的明显信号。据世
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organization)预计，2019年半导体市场将
整体下滑3%，2020年将恢复适度增长。11

LED行业再次经历疲软季度，相应应用领域的黄金
使用量同比下跌5-8%。持续不断的中美贸易摩擦继
续造成严重影响：目前，30多家照明应用企业面临
额外关税，已导致部分生产基地迁出中国。从长远
来看，LED行业的黄金需求预计将进一步承压，因
为微型LED封装开始取代小型LED，导致键合金丝
的需求量下降。12

印刷电路板(PCB)行业的黄金需求量同比下降
5%-7%。第一季度历来是PCB销售淡季，这是因为
制造商调整生产线，加之智能手机销售疲弱也对需
求量产生了直接影响。展望未来，5G相关应用预计
将为黄金需求提供支持，特别是在汽车行业，提供
5G功能的汽车将需要30多种不同的PCB产品。

无线行业的黄金需求显著下降：同比下降了10%-
15%。其原因在于智能手机销量疲软和5G基础设施
安装持续拖延。然而，我们预计这些延迟将在未来
几个月内得以解决，在此之后，我们预计消费电子
产品采购量将有所上升，无线领域的黄金使用量也
将随之增加。

第一季度，存储器行业同样继续放缓，平均同比下
滑2%到5%。智能手机行业增速放缓持续对需求造
成负面影响，为应对这一情况，许多制造商纷纷降
低资本支出投资。技术转移仍是威胁；例如，96层
硅穿孔(TSV)芯片封装的日益广泛使用（与目前标准
的64层封装相比，金丝使用量要少得多）将进一步
蚕食这些应用中的黄金使用量。

中国（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要东部制
造中心和日本的第一季度黄金使用量分别下降了
6.7%和5.4%。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黄金使用量
增长了3%。

其他行业及牙医业

牙医业的黄金需求量再次下跌，同比下降11%，至
3.6吨，市场面临全线下滑。与此同时，用于其他行
业应用的黄金需求量小幅上涨(3%)至12.9吨，这得
益于欧洲品牌镀金配件和东南亚市场服装首饰需求
的适度增长。

在医疗保健领域，一系列以黄金为依托的创新纳米
技术在市场投放方面取得了进展。欧洲推出了一项
试验性设施，旨在制造用于临床测试的金纳米颗粒
疗法，此举推动了医疗保健应用。13 多年来，缺乏
此类设施一直是一大瓶颈，因此我们预计，这将加
速发展以黄金为依托的全新疗法。

 

11 www.wsts.org/76/Recent-News-Release

12  微型LED是新一代LED显示技术，相对于小型LED，具有亮度更高、对比度更高、使用周期更长、发光效率更好、含金量更低的优点。

13 www.uk-cpi.com/news/cpi-supports-nanofacturing-to-advance-healthcare-treatments

http://www.wsts.org/76/Recent-News-Release
http://www.uk-cpi.com/news/cpi-supports-nanofacturing-to-advance-healthcare-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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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应量基本持平，为1,150吨（同比下降0.3%）。
金矿产量(1%)和回收金(5%)的温和增长主要受到连
续第二个季度净套保（10吨）的支持。

供应

吨 2018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同比变化

总供应量 1,153.1 1,150.0   0%

金矿产量 843.3 852.4   1%

生产商净套保量 35.2 10.0   -72%

回收金 274.6 287.6   5%

第一季度的总供应量基本持平：
金矿产量及回收金的适度增长与
净套保量的下降互相抵消
• 金矿产量小幅上涨至852.4吨，创第一季度新高

• 黄金回收增长5%，至287.6吨，这是因为黄金价
格上涨鼓励了销售

• 第一季度的套保总量仅增长了10吨。

金矿产量

第一季度，金矿产量小幅增长至852.4吨（同比增长
1%），达到第一季度产量的历史最高水平。鉴于黄
金生产的季节性—第一季度的产量通常最为疲软，
这代表着今年的开局强劲。

主要黄金开采地区的重大项目继续增加，促进第一
季度的产量增长。加拿大作为2018年第五大金矿开
采国，其Brucejack、雷尼河和穆斯河的产量，以及
Meliadine的投产持续增加，推动金矿产量同比增长
9%。俄罗斯第一季度的金矿产量同比增长4%，主
要得益于Natalka露天矿山的开采，以及其他多个项
目，特别是该国远东项目增长的支持。由于摩根山
和卡迪亚河谷的崛起，澳大利亚的金矿产量同比增
长了3%。哈萨克斯坦的金矿产量同比增长26%，主
要得益于Kyzyl项目的增产。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季
度金矿总产量同比增长11%，主要缘于利希尔岛、
波格拉和Hidden Valley的产量均有所上升。

但一些国家的金矿产量显著下降。 
中国严格的环境法规的影响较为温和：第一季度全
国黄金产量同比下降2%，相比之下，自2016年以
来的同比降幅高达8%。15经过一段艰难的调整期
后，国内大多数大型矿业公司现已符合相关规定。
由于Veladero产量下降和Alumbrera关闭，阿根廷第
一季度金矿产量同比下降7%。16印度尼西亚是第一
季度同比降幅最大的国家，金矿产量下降了45%。
这主要是由于格拉斯伯格露天矿场最后阶段优质矿
石的枯竭，考虑到格拉斯伯格已转入地下作业，这
一结果也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14  2016年8月，经修订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对于排出含有氰化物的尾矿，可处以大额罚款。

15 Alumbrera的地下扩建项目预计将于2019年底投产，并已与Agua Rica签署协议合并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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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和小规模采矿（以下简称“ASM”）已成为金矿
年产量的较大组成部分。16 鉴于ASM活动的性质，
我们很难获取可靠的数据。关于ASM规模我们有几
种估量，其中大多数认为目前ASM占全球金矿年产
量的15%到20%。其增长受多个关键因素推动：黄
金价格上涨、人口增长、经济机会缺乏以及矿业专
业知识的普及，这些因素推动了ASM的金矿产量增
加，其中非洲的ASM表现尤为突出。

缺乏可靠的数据不仅增加了估量不准确的可能性，
而且还突出了不断复核我们所拥有数据质量的必要
性。在对ASM规模进行了广泛的重新评估之后，一
些全新信息随之出炉，我们的主要黄金供需数据提
供商金属聚焦公司得出结论，之前的预估数据大大
低估了ASM产量。全球金矿产量数据因此被向上修
正，进而影响了我们自2010年起的金矿产量数据系
列。

生产商净套保 

由于一些矿商利用黄金价格上涨获利，第一季度的
生产商净套保量仅为10吨，同比下降72%。由于对
全球宏观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担忧加剧，从2018年第
四季度初到2019年第一季度末，国际上以美元计价
的黄金价格上涨了9%。但这对以主要生产国货币
计价的黄金价格影响更为明显。与此同时，以澳元
(11%)、俄罗斯卢布(9%)和南非兰特(11%)计价的黄
金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了锁定价格的实施。

近几个季度以来，澳大利亚黄金生产商主导了套保
行为，2019年第一季度亦是如此。今年第一季度，
其国内黄金价格屡创新高—最近一次发生在2月份，
价格为1,920澳元/盎司，许多澳大利亚生产商选择
将部分黄金产出用于确保现金流。Goldfields是澳洲
第二大生产商，在现有45.6万盎司仓位的基础上增
加了45.6万盎司（14吨）期权。这一数据包括了该
公司2019年的总产量。

16  应当区分潜在的非法或冲突相关的ASM和非正式但合法的ASM。鉴于ASM可能会在一些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雇主，
这种区别尤为重要

ASM增长导致金矿产量数据系列发生变化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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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澳大利亚的套保活动更为持久，但其它地区的套
保活动也零星存在。多数套保活动仍受到战术动机的
驱动，而套保交易量仍远低于20年前的最高水平。

回收金

今年第一季度，回收金的供应量达287.6吨（同比增
长5%），主要原因是近期许多市场的本地黄金价格
走强。

在西方市场，回收金的发展情况并不明朗。尽管全
球不确定性水平上升，但近市场供应枯竭和销售低
迷的双重因素，令消费者处于观望状态。英国呈现
出回收金大幅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围绕英国退欧
的争论持续对英镑施压，进而推动当地黄金价格进
一步上涨，并吸引一些人套现。

在中东地区，伊朗的回收金量在第一季度同比翻
番。鉴于消费者持续面临日益恶化的经济前景，伊
朗本地黄金价格大幅上涨是此番增长的主要驱动因
素。在其他主要市场，情况则更为复杂。由于政治
紧张局势、经济困境和政府设定的低利率抑制了消
费者销售回收金，土耳其的回收金量呈逐年下降趋
势。埃及市场的持续常态化导致其第一季度回收金
量再次出现同比下滑。   

在印度，由于黄金价格在2月中旬达到峰值，超过
3.37万卢比/10克，黄金换现金和旧金换黄金的回收
水平均得到提升。由于对价格调整的担忧加剧，今
年第一季度，当地零售商回收旧金的数量也略有上
升。同样，随着零售商转向利润率更高的产品，中
国的黄金回收利用水平也有所提高。

回收金供应量同比上涨5%，为2016年以来第一季度的最高水平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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