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上周CIFI指数各品种涨跌幅

CIFI指数品种 上周涨跌（%） 本月涨跌（%）

铁矿石 7.86 11.43

橡胶 3.65 6.04

玻璃 3.38 3.76

焦煤 2.06 2.81

镍 1.49 -0.22

铝 0.99 0.92

锰硅 0.95 -0.74

螺纹钢 0.67 -1.05

锌 0.19 -4.24

热轧卷板 0.00 -2.44

焦炭 -0.21 6.08

铅 -0.22 -3.44

铜 -0.27 -2.64

甲醇 -0.33 1.87

白银 -0.39 1.30

动力煤 -0.57 -2.64

锡 -0.65 -1.86

“央妈” 取代“大妈” 导演黄金抢购潮

□本报记者 张勤峰

新一轮黄金抢购潮已

经掀起， 这一回的主角不

是“大妈” ，而是“央妈” 。

人民银行近日公布，

截至2019年4月末，官方储

备资产中黄金储备达到

6110万盎司，连续第5个月

增长，环比增加48万盎司。

除了中国， 买黄金大

军里还有不少国家或地区

的央行。 世界黄金协会报

告显示，2019年一季度，全

球央行爆买黄金145.5吨，

创近六年同期最高。 在不

确定的形势下， 去美元化

与避险的双重需求上升，

成为关键所在。

全球央行“买买买”

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

示，2019年4月份，黄金储备连续第5个月增加，

当月增加48万盎司至6110万盎司， 也是过去5

个月中上升最多的一个月。

过去40余年， 我国黄金储备始终保持向上

趋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金储备的增加都

是以一次性的方式完成，持续时间通常不超过1

个月，连续数月增加的情况非常少见，之前一次

出现在2015年6月至2016年10月， 持续了大约

17个月， 期间黄金储备累计增加2535万盎司。

时隔25个月后，人民银行从2018年12月开始再

度持续买入黄金，截至2019年4月，官方黄金储

备已连续5个月增加，累计增加186万盎司。

除了中国， 买黄金大军里还有不少国家或

地区的央行。

近日，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一季度全球黄金需求增长至1053.3吨， 同比

增长7%。 世界黄金协会认为，本轮增长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各国央行持续买入以及黄金ETF流

入量增长。 今年一季度， 全球各国央行共购入

145.5吨黄金，比2018年同期增长68%。 这也是

自2013年以来央行黄金储备需求最强劲的年

度开局。

其实，全球央行购买黄金的兴趣在2018年

已显露端倪。 世界黄金协会早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年， 全球黄金需求总量达到4345.1吨，

同比增长4% ， 与过去五年平均需求水平

（4347.5吨）相差无几。然而，2018年，全球央行

官方黄金储备增长651.5吨， 同比增长74%，是

有纪录以来的第二高，净买入量更是达到1971

年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体系脱钩后的新高。

从2018年8月开始， 波兰黄金储备连续增

加， 成为20年来第一个增加黄金储备的欧盟国

家。 目前该国黄金储备已达到1983年以来最高

水平。 另一欧洲国家匈牙利也在2018年四季度

大举增加黄金储备， 是该国32年来首次增持黄

金，其黄金持有量直接从3.1吨增至31.5吨，增加

十倍。 俄罗斯官方黄金储备稳步增长， 截至

2019年4月末， 俄罗斯央行持有的黄金已达到

2150.5吨，较2017年末增加了20%。

在购买黄金这件事上， 全球央行似乎达成

了共识。

抢购潮中的两大推手

全球央行缘何突然热衷于囤积黄金？

一直以来，黄金被视为避险资产。黄金价格

上涨， 通常发生在不确定性增多的环境下。

2018年以来， 全球经济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但

增长势头略有放缓，经济增长同步性总体下降，

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出现分化。 金融市场波动

有所加大。 2018年，内外因素触发部分新兴市

场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出现汇率贬值、债券价

格下降与股指下跌的同步现象， 发达经济体股

指也出现较大波动。 2019年以来，国际金融市

场预期一度改善，全球股市第一季度总体上涨，

国债收益率下行，但近期波动再度有所加大。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美联储稳步实施加

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涨超80基点

至3.2%以上， 衡量美元相对一揽子主要货币走

向的美元指数上涨超4%。 一般来说，利率升高

和美元走强将限制金价上涨， 从而削弱黄金吸

引力。 但这似乎并没有吓阻投资者在2018年继

续购买黄金的步伐。 根据前述数据，2018年黄

金需求总量与前几年相差无几。 2018年，国际

黄金价格最高为1360.25美元/盎司， 最低为

1176.7美元/盎司，年末收于1281.65美元/盎司，

同比下跌1.15%，仍跑赢大多数全球资产。

专家表示，黄金的总体趋势是积极的，全球

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让投资者们纷纷回到了黄

金市场， 将黄金当做一种有效的多元化投资标

的和系统性风险对冲工具。

不过， 这并不是央行们纷纷买入黄金的唯

一理由。 全球央行爆买黄金，可能标志着“去美

元化”正在发展成为一种趋势。

研究机构表示，以美债形式存在的美元资产

是当前各国央行的核心资产储备之一，使得各国

经济和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要“看美国脸色” 。 但

如今的美国政府正在将保护主义政策当做一种

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举措，这给全球经济增长带

来新的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中长期美元

资产价格波动的隐患。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一份

报告指出，2018年央行黄金需求达到2015年以

来的最高水平，因为有更多国家为了多元化和安

全起见，在外汇储备中增持黄金。

在一些国家央行持续增加黄金储备的同

时，也不同程度地在抛售美债，这成为官方储备

资产“去美元化”的又一注脚。如之前提及的波

兰。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波兰持有的美国

国债自2018年4月以来从414亿美元逐步减少

至339亿美元左右。 此外，2018年，爱尔兰持有

的美国国债规模从3277亿美元持续降至最低

2702亿美元，最近才稍有所反弹。 俄罗斯更是

大幅度减少对美债的持仓。 数据显示，2017年

12月末， 俄罗斯仍持有1025亿美元美国国债，

但到2019年3月末已降至137亿美元。

复杂环境让黄金闪闪发光

研究人士指出，2019年影响黄金需求的因

素依旧多空交织，黄金价格未必会大幅上涨，但

作为投资组合中的一种重要资产， 黄金仍将维

持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特别是央行类投资者。

虽然美国经济出现了放缓迹象，但增长势头

总体稳健，且持续放缓的欧洲经济进一步巩固了

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强欧弱”格局。 这使得美

元指数的表现强于一些市场参与者的预期。 上

周，美元指数重回98以上，并创下过去十周最大

涨幅，对金价构成压制。民生证券发布报告指出，

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往往呈现

季节性走强。一季度美国GDP增速回到3%以上，

远超预期，短期内美国经济将维持强势，美元指

数走势具备支撑，市场对美联储政策预期也可能

重新变化，这些恐不利于金价上涨。

但也要看到， 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分化，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依然面临压力，而较高的

经济不稳定性和金融市场波动性将继续提升黄

金作为一种战略资产的重要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4月更新的

《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将增

长3.3%，较2019年1月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其

中发达经济体、 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2019年增速预测均有所下调。 人民银行最新发

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指出，展望未来，全球

经济可能面临三大风险： 一是短期内全球经济

增长动能偏弱，政策应对空间有限。二是贸易保

护主义与政策不确定性仍为显著风险。 贸易保

护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逐渐显现， 全球金融市场亦随之呈现大幅震荡

态势。未来，贸易保护主义与政策的不确定性还

可能通过推高通胀、损害家庭与企业信心、引发

金融市场波动等方式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冲

击。三是多种不确定性交织，可能放大各经济体

的脆弱性。

世界黄金协会的一份报告称， 更高的市场

不确定性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扩张将使得黄

金作为一种对冲工具更具吸引力。 保护主义政

策本质上会推高通胀率， 还会对长期增长产生

负面影响。该协会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各国央行

是黄金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展望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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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购买黄金的

重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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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上行动力不足

三类商品不宜做多

从历史经验来看，PPI与商品市场收益率存在

较明显的相关性。 就当前PPI走势来看，分析人士

指出，5月份，CRB工业原料现货指数快速下行，加

之PPI已经环比连续两月回升，后续或上行动力不

足，在此阶段，动力煤、原油、铜表现将承压。

PPI周期与商品表现

PPI全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衡量

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

指数，涵盖20000多种工业产品价格，其变化作

为衡量通胀的重要观测指标， 是国内大宗商品

数投资的重要参考。

中信期货分析师尹丹、姜婧指出，从PPI周

期不同阶段和商品收益率相关性两个维度综合

分析不同PPI周期中的商品表现发现， 在PPI上

行阶段，原油产业链的中游品种与PPI相关性较

高，例如沥青、甲醇、燃料油；在PPI下行阶段，上

游能源和金属行业品种与PPI相关性较高，例如

动力煤、原油、铜；在PPI波峰阶段，动力煤、甲

醇、铁矿石、热卷相关性高；在PPI波谷阶段，沥

青、焦煤焦炭、热卷、螺纹、PTA相关性高。 黑色

系品种铁矿石、焦煤焦炭、螺纹钢和热卷在PPI

趋势性周期中没有显著相关性， 但在波峰或者

波谷时期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

从4月份的最新数据来看，4月PPI上涨

0.90%，高于前值（+0.40%），也高于市场预期

（+0.60%）。 环比来看，4月PPI上涨0.3%，已连续

两个月回升，涨幅创近6个月新高。 其中，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环比分别上涨0.4和0.2个百分点。

从主要行业变化来看， 中航证券分析师符

旸指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3.6%）环比涨

幅较高，但上涨幅度较前值（+5.6%）已明显收

窄；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环比上涨

2.1%，涨幅较前值扩大1个百分点；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环比下降0.5%，降幅较前值扩大0.4个

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环比上涨0.1%。

三品种具有空头机会

展望PPI走势，符旸指出，从4月份南华工

业品指数和CRB工业原料现货指数来看，两者

均处于震荡态势。 进入5月，CRB工业原料现货

指数快速下行，或预示PPI后续上升动力不足。

“预计一季度PPI上涨趋势难以持续，未来

将再度转跌并下行进入负值区间。 内部原因是

去年的滞后性因素使得PPI在二、三季度下行且

今年的新增因素刺激一季度经济数据冲高后效

果会边际减弱， 暂时无法支撑需求大幅回暖的

结论；外部原因是经济动能减弱，将负面影响企

业的投资预期。 ” 尹丹、姜婧分析，基于对今年

二、三季度PPI下行的判断，相应的商品投资策

略建议为：做空动力煤、原油、铜。

不过，该机构提醒，还需要注意可能会导

致PPI提前反弹或者斜率变缓的因素， 包括货

币政策再度宽松、新增商品需求、输入型通胀

等。（张利静）

厄尔尼诺预期下多板块迎配置机会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每年夏季， 市场对天气因素总会多一些关

注。 今年也不例外，有市场人士指出，近期农产

品板块表现持续偏强背后， 就有厄尔尼诺现象

预期提振的影响。研究人士指出，今年厄尔尼诺

现象出现的概率较大， 对相关投资板块可能带

来更多影响。

厄尔尼诺预期再起

近期，国际权威机构在月度报告中指出，

2019年4月延续前期判断，厄尔尼诺现象将在

2019年夏季继续展开（70%概率）并延续到

秋季（55%-60%概率），概率较上月65%略

微上升。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3月我国东部

地区、4月西部地区大范围平均温度偏高，3月以

来东北地区降水偏少， 华南地区在3月进入汛

期， 较往常提前1个月， 降水偏多， 气温偏凉。

“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在2019年1月到来，强度为

弱度，已对我国的气温和降水产生影响。 ” 兴业

证券分析师王家远表示， 在厄尔尼诺现象持续

预期下，国内家电行业将受影响。

“预计今年夏季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气

温偏凉爽， 影响空调主要销售区华东地区的销

售情况；北方和华南降水偏少、天气炎热，利于

北方和华南地区空调销售， 合理布局的企业会

销售更佳。 ” 王家远指出。

业内人士分析，在上述逻辑下，与家电尤

其空调市场直接相关的铜需求可能受到影响。

此外，供应方面来看，厄尔尼诺现象越强，智利

和秘鲁等国的降雨就越强，铜供应也可能出现

收缩。

农产品波动或加剧

从商品期货市场来看， 与厄尔尼诺现象相

关度更为直接的主要是农产品板块， 具体品种

则主要包括大豆、棉花、棕榈油和白糖。

大豆方面， 国泰君安期货分析指出，一

般情况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致使美国和

阿根廷大豆单产以同比上升为主，而印度大

豆单产以同比下降为主。巴西和中国大豆单

产对该天气事件则并不敏感，没有显著的统

计规律。“如果目前厄尔尼诺现象能够延续

至美国大豆主要生长期（6-8月），那么预

计今年美国大豆单产大概率将会出现同比

上升。 ”

对于棉花市场而言，该机构指出，厄尔尼

诺现象达到超强级别时， 全球大概率减产，澳

大利亚大幅减产；达到中等级别时，全球产量

变化不显著，印度、美国大部分地区减产为主，

中国 、 巴基斯坦 、 巴西倾向小幅增产 。

“2018/2019年度， 主产区干旱天气导致该年

度棉花大幅减产。 基于天气改善预期，市场认

为2019/2020年度全球大概率增产、 美国大幅

增产。若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发展为中等及以上

强度级别，则美国、印度棉花产量增产或不及

预期。 ”

“棕榈油方面，从目前产地降水来看，降

水量略低于历史同期，印尼地区和马来沙巴

地区降水量相对偏少，显示产地出现弱厄尔

尼诺现象对产量可能略有影响，但产地油棕

树面临树龄老化问题。 另外，受2018年棕榈

油价格低迷影响， 种植园减少了化肥使用

量，油棕树对天气可能更为敏感，一旦天气

出问题，可能比历史上同样强度的厄尔尼诺

现象对产量的影响更大。 ” 国泰君安期货研

究指出。

此外， 业内人士表示， 若发生厄尔尼诺现

象，将会破坏季风降水，从而对印度甘蔗等农业

生产造成影响，造成全球白糖供应减少，有助于

全球糖价回升。

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

先抑后扬

截至5月17日当周，CIFI （期货市场监控中

心工业品指数）最终收于1089.10，当周最高上冲

至1092.79，最低探至1059.75，全周上涨0.93%。

铁矿石方面，港口库存下降130万吨，疏港量

维持在290万吨高位，5月至今库存减少230万吨，

较4月降幅收窄。 从钢联统计看，唐山限产执行情

况一般，区域一并未有新增高炉检修，且高炉开

工率不降反增， 铁矿石日耗也未有明显变化，钢

材利润维持在高位，而钢厂进口烧结粉矿库存较

低，可能是因铁矿石价格过高，钢厂有意减少常

备库存量，但低库存也增加了价格波动弹性。 成

材需求持稳， 产量大增并未使价格明显走弱，对

铁矿石形成支撑。 预计本周到港量小幅减少，港

口库存将继续下降，铁矿石供需依然较好。 目前

螺矿比已跌至2016年低点，因此需要关注钢厂利

润受到挤压后对产量的影响，非采暖季限产政策

仍在，对唐山高炉开工影响也将逐步显现，后期

铁矿石需求回落趋势未变，但需要钢材需求下滑

的配合。（方正中期期货 王盼霞 夏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