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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文对象：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

■ 征文主题范围：

围绕中国黄金市场发展 15 周年的主题， 回顾国内黄金市场发展

成就，展现 15 年发展的点滴成长、趣闻轶事、真情实感、学术交流。 您

既可就中国黄金市场 15 年间的重大事件、重要转折、重大节点进行叙

述，也可就中国黄金市场发展成就、经验、建议发表自己的见解。

题目参考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1、中国黄金市场发展历程成就及展望

2、十五年，我与中国黄金市场共同走过（共同成长）

3、中国黄金市场的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4、“一带一路”战略下黄金市场及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成果

5、商业银行黄金业务发展及前瞻

6、中国黄金制品市场发展与研究

7、探索黄金投资价值（实物黄金消费及投资前景）

8、黄金市场的规范发展及政策建议

9、互联网 + 背景下黄金市场的创新发展与突破

10、黄金投资策略分析

11、黄金产业基金的发展与研究

■ 征文要求：

1、征文体裁不限，篇幅建议不超过 5000 字（不做强制要求）。

2、作品后请附作者简介（要求真实姓名、百字以内），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地址、详细通讯地址。

3、征文作品只接收电子版，请于截止日前将投稿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至征文活动联系人邮箱地址：cgiaccc@126.com

4、征文活动同时征集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供出版书籍时选用。

■ 征文时间：

征文征集时间：2017年 8月 15日至 2017年 10月 15日

征文评审时间：2017年 10月 15日至2017年 11月 15日

■ 征文评审：

1、 征文活动设立征文评审委员会。 评委由中国黄金协会、 上海

黄金交易所及业界资深人士、 市场专家、 学界专家组成。

2、获奖作品名单通过主办媒体平台和协办机构官网、主办刊物发

布，并选刊重要作品。

■ 征文出版：

获奖优秀作品将编入《中国黄金市场发展 15 周年纪念文集》，并

将于年内出版成册发行。

■ 奖项设置（分类评奖）：

设一等奖(1 名)，二等奖(5 名)，三等奖(10 名)，优秀奖(20 名)，并

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 其他事项

征文启事以公布内容为准。 所有参赛作品由“中国黄金市场发展

15 周年”组委会收存，并有展示、出版等使用权，不另付酬。

中国黄金市场发展 15 周年征文启事

———“‘金’ 生相伴， 砥砺前行”征文活动

■ 主办机构：中国黄金协会、上海黄金交易所 ■ 协办机构：中国民生银行 ■ 新闻媒体：中国黄金报、新京报等

联系电话：010-84129763 联系人：刘茜

中国黄金市场发展 15 周年征文启事

———“‘金’ 生相伴， 砥砺前行”征文活动

中国黄金市场在建国后经历了

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 经过多年

的非市场化管制， 中国人民银行在

2001 年取消了黄金“统购统配” 的

计划管理体制，2002 年 10 月 31

日，经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上

海黄金交易所正式运行。 自此，中国

黄金市场正式形成建立。在这 15 年

的发展历程里， 中国黄金市场从无

到有、 从小到大， 交易规模不断扩

大、交易标的日益丰富、交易功能日

趋完善， 从最初单一的黄金商品市

场发展成为由多元市场构成的黄金

市场体系，并在“西金东移” 国际大

趋势以及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不

断朝着黄金市场国际化这一重大目

标迈进。

为回顾我国黄金市场的发展历

程与取得的重大成就，总结黄金市场

的发展经验、交流黄金市场从业心得

与体会、汇聚广大黄金市场从业人员

的智慧与共识；研究探索新形势下我

国黄金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和加快国

际化进程的思路和办法，增强我国黄

金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由中

国黄金协会、上海黄金交易所共同主

办，中国民生银行协办的“中国黄金

市场发展 15 周年” 大型有奖征文活

动现正式启动。

黄金涨势减缓 切勿过度看空

□环裕金服 杨艺

上周， 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和美元疲软的助推下， 黄金资产备

受投资者追捧， 黄金价格一度从

1260

美元

/

盎司暴涨到

1290

美元

/

盎

司附近。本周，黄金行情并没有延续

此前多头走势， 反而出现了大幅回

落。本周，除了美朝动态值得持续关

注外，更有美联储

7

月会议纪要和美

联储官员讲话，投资者需谨慎操作。

首先，周四凌晨美联储将公布

7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由于上周公

布的美国

7

月季调后

CPI

月率现值为

0.1%

，低于预期的

0.2%

，美国通胀已

连续

5

个月不及预期维持在低位，目

前通胀数据表现疲弱已成为困扰美

联储加息前景的重要因素， 考虑到

通胀数据乏力， 市场预测美联储将

在今年再度加息的问题上将保持谨

慎态度；此外，缩表时间仍是关注重

点，

7

月会议提出将会“相对较快”开

启缩表， 但市场仍需从会议纪要的

措辞中进行进一步推断， 所以本周

的会议纪要， 美联储对于加息缩表

的态度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美联

储的态度也成为现货黄金价格牛熊

市的关键， 如果美联储言辞依旧模

棱两可， 则美元指数有望跌穿

93

关

口或者更低， 黄金则有望冲击

1300

美元

/

盎司。

其次，在美联储

7

月会议纪要公布

之后，有两位美联储官员卡兰普、卡什

卡利发表讲话， 这两位官员皆是

2017

年票委，且在上周已经就“就业趋势与

薪资”议题发表讲话，都对美联储

9

月

缩表抱有乐观态度。随着

7

月会议纪要

出炉，预计两人言论可能略微调整，但

整体基调预计不会出现很大改变，这

对美元有利，黄金或将受到压制。

最后，地缘政治方面，在今年余下

时间，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预计将维持

高企，在动荡环境下，避险意识将会上

升，有利于增加黄金投资需求。

环裕金服分析师认为， 如果近

期没有消息面的利好支撑， 那么黄

金有形成三顶的可能性； 虽然目前

黄金涨势出现了减缓， 但整体上涨

格局并没有改变， 技术面仍处于上

行行情中， 此时金价回调或是后期

上涨行情的最佳入场时机， 投资者

可逢低介入。

国际粮价“过山车”

谨防农产品天气市“变脸”

□本报记者 马爽

对于农产品价格来说， 气候因素就

是最重要的“灰犀牛” 。

今年的早些时候，暴风雪、干旱等气

候因素曾让国际市场上小麦、玉米、大米

等农产品期价出现大涨，不过，在上周四

美国农业部周月报出炉后， 不少农产品

期货应声重挫。

分析人士表示， 目前而言，“天气

市” 是否终结还要分品种区别对待，如

天气因素对玉米产量的影响程度在逐渐

衰减， 但由于北半球大豆仍处结荚关键

期，天气因素仍是影响产量的关键因素。

相对来说， 国内玉米由于产需差进一步

扩大，价格有望持续走强，相关股票也值

得关注。

农产品价格“过山车”

在美国农业部8月供需报告的利空

影响下，8月10日，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农产品期货齐遭重挫，其中12

月玉米期货收至10个月低位；11月大豆

期货收至为6月30日以来最低；9月小麦

期货收至两个月低位。

通常， 美国农业部会根据当前一段

时间的天气变化及作物生长情况， 对近

期作物做出月度分析报告。

从此次报告内容来看， 农业部对上

述农产品的产量预期，不是超预期上涨，

就是降幅不及预期。具体来看，美国农业

部报告显示， 大豆方面，2017年美国大

豆产量将创下历史新高， 预计美国黄豆

单产量为每英亩49.4蒲式耳，高于7月预

期的48蒲式耳，也高于市场预期。 玉米

方面，美国农业部将美国2017年玉米单

产量预期下调至每英亩169.5蒲式耳，但

依旧高于市场预期的166.2蒲式耳/英

亩。 小麦方面， 产量降幅同样令市场失

望， 美国农业部将2017/2018年度小麦

美国总产量预估下调至17.39亿蒲式耳，

但降幅2100万蒲式耳不及市场预期的

5000万蒲式耳。

宝城期货农产品研究员毕慧表示，

近期国际市场多农产品期价遭遇重挫，

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近期

美国农作物产区天气形势整体有利于农

作物生长， 令此前累积的天气升水有所

回吐；另一方面，美国农业部公布的8月

供需报告超预期利空也给农产品市场带

来明显压力。

若将时间维度拉长来看，2017年以

来， 受美国粮食主产区气候干旱炎热少

雨以及作物出芽率不及预期的影响，国

际三大主粮小麦、玉米、大米价格均呈现

波动上涨之势。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

今年以来，CBOT玉米、稻谷、小麦期货

连续合约累计分别上涨6.44%、28.3%、

7.24%。若从此次报告公布前7月11日美

玉米创下的阶段新高当日计算， 除去

CBOT玉米连续合约收盘价较年初上涨

13.51%以外，CBOT稻谷和CBOT小麦

连续合约收盘价较年初分别上涨

23.91%和36.83%。

一般而言，“工业品看需求，农产品

看供给” ， 天气作为影响供应的主要因

素， 历来是预测农产品价格走势的重要

参照指标。

“农产品作物受天气因素影响比较

明显， 因此它的期货盘面会呈现出季节

性波动特征， 作物在生长季容易受到天

气影响，盘面易涨难跌，确定丰收后行情

则大概率会出现下跌。 ” 银河期货农产

品研发总监周麟表示， 今年4-7月美国

农作物产区先后经历暴风雪、 干旱等恶

劣天气，而彼时正是小麦、玉米、大豆播

种、生长季节，天气条件不佳市场注入天

气升水的积极性较强。 而进入8月份，降

水天气的到来缓解了干旱程度， 资金陆

续撤出农产品市场，行情自然偏弱运行。

某投资公司农产品研究员陈思明表

示， 农产品价格涨跌和天气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天气炒作往往会对市场形成

阶段性的推动作用。以美豆为例，7、8月

份美豆处于“天气市” ，期间为大豆生

长期，天气变化会对大豆生长情况造成

明显的影响。 因大豆喜水，适当的降雨

有利于提振单产，但若出现干旱，减产

预期则利多价格走势。天气变化会影响

市场对作物产量的预估，从而激发市场

炒作热情。

“天气市”是否还有戏

农产品“天气市”是否就此终结？

周麟表示，以美国大豆为例，今年8

月上半月降水量高于去年同期， 整体对

大豆生长有利。 再看未来半个月的天气

模型，NOAA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认为未来15天美豆产区降水回归

到均值水平，温度小幅下降，因此干旱炒

作基本结束。但天气炒作不仅仅是干旱，

也包括早霜等， 进入9月后需要关注早

霜对大豆生长的影响。

光大期货分析师王娜表示， 与往年

相比，今年的“天气市”炒作时间有所提

前。此外，天气炒作阶段农产品价格通常

会出现大幅波动。 一般而言，8月通常炒

作单产、病虫害等，随后还会炒作早霜，

但从目前情况看， 今年出现早霜的概率

并不大。

在毕慧看来， 目前而言，“天气市”

是否终结还要分品种区别对待。 小麦方

面，对于已经收获的地区来说，随着产量

逐渐兑现，“天气市” 炒作结束，而对于

尚未收获的地区来说， 天气炒作还将持

续。 玉米市场，虽然“天气市”炒作尚未

结束， 但随着北半球玉米生长关键期的

过去， 天气因素对产量的影响程度逐渐

衰减。大豆市场，目前正处于北半球大豆

结荚关键期， 天气因素仍是影响产量的

关键因素，天气市仍将持续。

陈思明也认为， 由于各农作物生长

季节不尽相同， 短时间内的天气炒作一

直存在。 但这些天气因素积累的量会否

影响到最终总体供需变化才是关注的重

点。目前来看，今年出现厄尔尼诺和拉尼

娜等极端恶劣天气的可能性很低， 整体

上看， 良好的天气情况普遍有利于农作

物增产。 全球各大机构也纷纷上调主要

作物的单产和产量，因此，接下来农产品

价格走势整体将相对偏弱。

周麟也认为，进入9月，国际农产品

将陆续进入收割阶段， 最终产量或继续

增加。 从最近3个月情况看，虽有各类天

气因素干扰，但总体未出现大幅度减产，

大部分作物仍处于增产周期中， 因此后

市价格维持偏弱震荡的可能性较大。

王娜则认为，8-9月上半月，农产品

还处于天气炒作阶段， 且8月报告的丰

产压力仍将对美豆形成压力， 预计价格

将呈现大幅波动。

对国内市场影响几何

从国内市场来看，自6月以来，商品

期货市场开启了一波涨价行情，黑色系、

有色金属轮番上涨。同期，A股二级市场

上， 相关概念股也出现了拉升。 相对来

说，农产品及相关概念股表现乏力。

此轮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波动会给

国内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晓

娇、朱启兵表示，从数据分析结果看，国

际主粮价格上涨对国内期货有较明显带

动作用，但对国内主粮现价影响不显著，

对CPI粮食同比增速的影响更是微乎其

微。 但考虑到CPI粮食同比增速历史上

平均同比增速较高， 目前已经超过五年

滞涨，且在CPI中权重达到7%，仍需关注

主粮价格是否会出现异动。

据介绍， 从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到

国内农产品期货价格，再到国内CPI，其

背后的传导渠道是国际主粮期货价格通

过全球资本市场联动效应影响到国内期

货市场， 由于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

存在， 国内期货价格波动又将传导到现

货上，现货价格变动后，这种消费价格的

变动又可能传导到CPI。

但从数据实证上看， 国际期货到国

内CPI粮食的传导并不顺畅。 张晓娇、朱

启兵表示，从玉米、小麦和稻谷历史数据

分析的结果看，国际期货与国内期货、国

内期货与国内现货、 国内现货与CPI粮

食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整体看来，国际

期货价格的变动较少影响国内现货价

格，对CPI粮食的影响更小。 国内粮食价

格更多受到国内的产量、需求、库存的影

响，以及储备政策的影响。

大豆市场上， 当前东北地区处于开

花至结荚期， 根据网点监测， 东北地区

76.5%大豆长势与去年持平，11.5%不及

去年， 预计2017/2018年度国内大豆种

植面积将达到 1.23亿亩， 同比增长

13.7%， 产量达到1473万吨， 同比增长

13.8%， 进口量增长1.8%, 达到9316万

吨，进口大豆仍将是国内大豆供应主力。

需求端上，2017/2018年度国内大豆消

费1.08亿吨，同比增长2.3%，主要是压榨

（9250万吨， 增速1.5%）、 食用消费

（1204万吨，增速7.7%）所带动。

股票方面， 兴业证券分析师推荐

关注登海种业、隆平高科、苏垦农发、

北大荒。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前结 涨跌幅

跨所农产品指数

105.50 105.40 105.58 105.66 -0.24%

跨所能化指数

89.51 88.75 88.96 89.99 -1.37%

东证大商所农产品指数

101.85 101.60 101.82 101.95 -0.34%

东证煤焦矿指数（大商所）

100.37 101.16 100.07 101.84 -0.66%

东证能化指数（大商所）

103.27 102.61 102.47 104.19 -1.51%

东证工业品指数（大商所）

94.36 94.68 93.93 95.57 -0.93%

易盛东证能化指数

79.14 78.32 78.77 79.31 -1.25%

易盛东证棉糖指数

90.14 90.48 90.41 90.29 0.21%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81.69 81.93 -0.24 -0.29

商品期货指数

998.7 996.78 1000.57 990.30 999.43 -2.65 -0.27

农产品期货指数

921.28 920.54 924.52 920.18 923.13 -2.59 -0.28

油脂指数

584.32 581.99 586.70 581.02 586.53 -4.54 -0.77

粮食指数

1333.94 1332.89 1344.03 1331.63 1334.38 -1.49 -0.11

软商品指数

890.22 893.50 895.67 887.19 891.40 2.10 0.24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16.67 1015.00 1019.86 1004.19 1016.67 -1.67 -0.16

能化指数

708.00 704.89 710.95 698.54 708.04 -3.15 -0.44

钢铁指数

1016.08 1013.47 1020.85 994.36 1016.91 -3.44 -0.34

建材指数

949.06 938.53 950.74 929.37 949.80 -11.27 -1.19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

易盛农期指数

1108.03 1112.27 1104.13 1109.11 -1.4 1109.92

易盛农基指数

1352.87 1354.7 1347.04 1352.37 1.52 135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