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

上季全球黄金需求同比下滑12%�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13

日最新公布的2015年第二季度《黄金需求趋势

报告》数据显示，上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达915公

吨， 与去年同期的1038公吨相比同比下降12%，

主要原因是印度与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下滑。 尽管

如此，由于消费者对金饰的信心提振以及金条金

币的需求强劲， 欧洲与美国的黄金需求有所上

升。 展望未来，仍有不少积极信号表明，印度与中

国市场即将进入传统意义上的黄金购买旺季。

亚洲黄金需求减弱

报告显示， 由于亚洲的金饰消费减弱，上

季金饰需求为513公吨，与去年同期的595公吨

相比下降14%。 中国金饰需求下降5%至174公

吨。 印度因遭受第一季度的非季节性暴雨及本

季度的大旱，金饰需求因农村地区收入的下降

而受到影响。 此外，印度的结婚吉日不多，因此

与婚庆相关的黄金消费走低，导致印度金饰需

求下降23%至118公吨。

美国金饰需求保持稳定，在上季度上涨2%

至26公吨，连续六个季度需求上涨。 欧洲金饰

需求同样上升，其中德国增加7%，英国和西班

牙均增长6%。

此外， 第二季度全球黄金投资需求为179

公吨，较去年同期的200公吨下降11%。印度市

场是导致投资总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对金价

预期的不确定以及强劲的股市，使得投资需求

下跌30%至37公吨。 相反，中国的金条和金币

需求上涨6%至42公吨。在欧洲，对希腊退出欧

元区的担忧推高了该地区的黄金零售投

资———同比上涨19%至47公吨。美国市场也出

现了强劲的投资需求，零售投资同比增长7%。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铸币局的金币销量在6月

出现激增，达到1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

数据还显示，各国央行继续成为重要买家，

在上季度净买入137公吨， 其中俄罗斯与哈萨

克斯坦两国的央行为最大净买家。 尽管与去年

同期相比， 央行购金下降13%， 但环比仍上涨

11%。 这是全球央行连续第18个季度成为黄金

净买家。

金矿产量或继续放缓

报告还显示， 黄金总供应量下跌5%至

1033公吨，2015年第二季度的金矿产量上升

3%至787公吨，但同时，回收金产量下跌8%至

251公吨，抵消了金矿产量的增幅。 2015年第二

季度的数据表明面对市场的挑战， 金矿企业将

会继续控制成本，优化经营，因此金矿产量将会

继续放缓。

世界黄金协会市场信息部负责人Alistair�

Hewitt表示，这一季度的全球黄金市场，尤其

是亚洲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主要由中国与印度

市场黄金需求量的下降体现。 相反，在西方金

饰市场，不断提振的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促进

了消费者对于黄金饰品的需求。 应该说，这一

季度黄金的投资需求仍保持低位，主要受到美

国经济持续复苏、印度和中国股市表现强劲等

因素影响。

其还强调，受到印度下半年即将到来的婚

礼以及节庆日的影响， 金饰市场前景被看好。

另外，从历史上看，下跌的金价往往能在对价

格敏感的市场中触发新一轮的购买潮，而目前

已经在亚洲和中东地区看到了一丝端倪。中国

股市此前下跌动摇了主要消费者的投资基础，

但目前看到市场已出现重新购买黄金的兴趣。

以上这些都直接表现了，黄金需求独特的自平

衡性以及支撑其需求的多样因素。

期权隐含波动率或上升 金价恐继续调整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高级经济学家

埃里克·诺兰德

一系列大宗商品（包括原油和铁矿石）在

过去12个月里的走势起伏动荡并且颇为疯狂，

而相比之下， 黄金却相对平稳。 在过去几个月

中，以隐含波动率来衡量，黄金期权一直在其纪

录低点左右徘徊不定。在此情况之下，市场是否

低估了黄金的持有风险？

黄金期权隐含波动率的方向与黄金价格走

向密切相关。 黄金如同股票，其隐含波动率在金

价剧烈下滑时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金价上涨时

的变动幅度。 虽然上升的隐含波动率与下滑的

黄金价格并不等同， 但二者毕竟在某种程度上

是相关的。 如果担忧黄金期权隐含波动率上升，

那么也应当对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金价下跌提

出质疑。

在深入探讨黄金价格可能下跌的原因之

前，值得一提的是：黄金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过去

曾经在黄金牛市期间出现过上升，例如在2011

年8月和9月的情况便是如此，当黄金触及其历

史最高（名义）美元价格时，投资者似乎在针对

金价下滑的可能性而买入期权。随后，金价果然

跌落， 并同时更大幅度地推高了黄金隐含波动

率：固定期限30天黄金期货期权的年均波动率

峰值高达36.2%。 从那时起，黄金隐含波动率基

本上仅在金价下跌时才会上升，反之亦然。

以下是黄金期货期权隐含波动率为何可能

上升的几点原因：

第一，隐含和已实现波动率异常之低。

目前， 在隐含波动率影响之下的黄金期权

交易达到其纪录低点（隐含波动率在2015年7

月14日为12.1%， 并在今年7月21日攀升至

18.8%）， 黄金隐含波动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十

分有限，与之相反，其上升空间却十分巨大。 黄

金隐含波动率最近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是：年

均已实现波动率一直异常低落；在过去30天里，

持续在8.7%左右波动。自1975年以来，该波动率

平均在17%左右，这几乎是其当前水平的两倍。

第二， 提高开采供给可能导致黄金价格进

一步下跌。

开采供给是贵金属价格同比变化的主要诱

因。 此外，类似白银开采供给，黄金供给也同时

影响白银及黄金价格。 通常情况下，供给越高，

价格越低。 黄金开采供给自2009年以来增长强

劲，该增长可能给金价施加了下行压力。一些分

析师预测：黄金开采供给可能很快会在2015年

后半年开始缩水。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虽然目

前金价仍远远低于其2011年9月的价格高峰

1900美元左右，另外当前价格仍然超出对生产

成本的大多数估计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运营一

个金矿的全部成本大约为982美元/盎司。 因

此，在当前价格水平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新

矿山的投资可能会逐步减少， 同时对现有矿山

的扩张也会大幅度放缓（至少和过去10年的狂

热扩张相比）， 但我们并没有充足的理由来预

期现有营业中矿山将削减产量。

如果金矿产出完全与预期背道而驰并继续

增长，那么这可能会给金价施压，并可能进而导

致黄金期货期权隐含波动率上升。另一方面，如

果金矿产出果真下跌， 那么这将支撑黄金价格

并进而导致黄金期权的隐含波动率保持在历史

低点附近。

第三，相对于其他大宗商品如原油，黄金可

谓是“引力中心” 。

原油在最近大宗商品牛市中推高了金价。

原油从1999年开始上涨，比黄金开始其漫长的

上涨过程整整早了3年， 而油价在2008年见顶

也比黄金在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早3年。 由

于原油在2014年崩盘；并在2015年由于库存充

裕而无法维持反弹，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黄金是

否会步原油的后尘而跌跌不休。

石油—黄金比率已不再接近其历史高位。

22.7的WTI原油/金衡盎司黄金的比率仍然高

于其历史平均值16。 如果我们假设WTI原油价

格保持不变， 并允许石油—黄金比率回归到其

历史平均值，这将意味着金价约为800美元/盎

司———稍高于其矿山现金流收支平衡点。当然，

我们并没有特殊理由确认石油—黄金比率应当

或将会很快恢复到其长期历史平均值， 也就是

说，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那么这很可能会大幅度

推高黄金期权的隐含波动率。

第四，货币政策和美元。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主席

耶伦已明确表示， 她和她的大多数其他美联储

同僚都希望能在2015年年底前提高利率。 目前

市场对此普遍持有怀疑态度， 并且联邦基金期

货直到2016年第一季度前不会对加息有所定

价。 此外，耶伦同时也给予FOMC一定的回旋

余地，这明显反映出美联储的数据依赖性，然而

经济数据却不总是与相关政策步调一致。 另外

是就业方面， 劳动力总收入以及住房行业稳健

增长，零售销售一直低迷（年均增长1.8%—不

包括2015年上半年汽车和汽油）， 并且通胀率

也显著降低。

对于黄金来说美联储何时以及是否会采取

实际政策调整并不重要， 关键的是市场对美联

储政策的预期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另

外金价每日变化与每日联邦基金期货比率移动

之间的负相关性也不断显现出攀升的趋势。

因此，FOMC所发布的任何能够推动加息

预期的经济数据或者政策声明都很有可能压低

金价，并进而推高黄金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反之

亦然。另外，疲软的经济数据会削弱对美联储加

息的预期并可能支撑金价。 的确， 对2015和

2016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最近明显降温，这可

能是在最近几个月支撑金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也有效预防了黄金加入原油、 白银和铁矿

石价格纷纷跳崖的行列之中。

相反， 如果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

（即比目前市场已经定价的利率更高），那么这

将可能支撑美元价值， 而强劲的美元可能对黄

金和其他大宗商品来说是个坏消息， 正如我们

在其他关于黄金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从世界范

围内的一些疲软货币例如印度卢比、日元、俄罗

斯卢布以及巴西雷亚尔的角度衡量， 金价一直

相对稳定，但即便如此，这并不会改变以美元计

价的黄金期权隐含波动率。

总之， 不要因为对黄金较低水平的已实现

和隐含波动率略知一二便沾沾自喜。 不断降温

的对2015年初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可能已经有

效预防了黄金跟随其他金属急速下滑， 在波动

性极低的情况下， 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潜在变

化和未来开采供给增长的背景之下， 黄金仍然

具有显著的上行和下行波动风险。 虽然黄金是

一个典型的通胀对冲工具（但其对金融危机并

没有保护作用；央行目前仍是市场的后盾），但

历史并不永远能够预示未来， 建议投资者在下

一个风暴到来之前的寂静中保持冷静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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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国际首发运营项目

排放标准及环境管理信息

□本报记者 刘杨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中国光大国际

有限公司（简称“光大国际” ）（00257.HK）

8月13日首次对外公布运营项目排放标准及

环境管理信息， 成为业内首家披露排放数据

及环境管理信息的企业。

光大国际行政总裁陈小平表示，作为行

业领军企业，不单是规模上的领军，更重要

的是在环境与责任承担上的领先。 一直以

来，光大国际致力秉承‘企业不仅是物质财

富的创造者， 更应成为环境与责任的承担

者’ 的理念，确保各业务达标排放，并提升运

营的透明度。

垃圾发电作为光大国际的核心业务之

一， 自2003年在江苏苏州取得的第一个垃

圾发电厂至今共有垃圾发电项目39个，待全

部建成投运后， 日处理垃圾量将达34400

吨，项目遍及江苏、山东、广东、安徽、浙江、

海南、湖南、四川等地。其中苏州垃圾发电项

目一、二、三期是目前国内处理规模最大的

生活垃圾发电厂之一， 也是住建部评定的

AAA级垃圾发电厂。 自2006年首个垃圾发

电项目投运以来，光大国际垃圾发电项目垃

圾处理量达2500万吨， 提供绿色电力85亿

千瓦时。

光大国际运营项目排放标准及环境管

理信息公布将分 “四步走” ： 第一步，在

2015年8月13日，光大国际官网公开集团辖

属运营生活垃圾发电厂（共12家）的环评批

复，2015年1月至7月各项目公司烟气、渗滤

液出水水质、炉渣热灼减率当月检测值最高

值、 最低值以及飞灰稳定化后的检测结果；

第二步，自2015年9月10日起，将按月公布

各运营项目的烟气、渗滤液、炉渣、飞灰各项

指标的每月监测值。 第三步，自2016年7月1

日起，将按日公布各运营项目的烟气、渗滤

液、炉渣、飞灰各项指标的日监测值。 第四

步，自2017年1月1日起，将逐步实现按小时

公布运营项目烟气排放指标的小时均值，做

到在线公示。

韩国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本报记者 张枕河

韩国央行13日召开金融货币委员会全

体会议，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50%。 这是

韩国央行连续两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此

次韩国央行的决定在市场意料之中。

韩国央行去年8月、10月、今年3月和6月

分别下调基准利率25基点。 分析人士认为，

韩国央行6月已经为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下调了利

率，且韩国政府已投入22万亿韩元规模的财

政预算，致力于提振经济，而这些措施能否发

挥作用仍有待观察， 这可能是韩国央行此次

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主因。

韩国央行在当日会后发布的公告中表

示，目前需要评估以前降息行动对经济的影

响，并等待美联储开始加息后的影响。 关于

国内经济方面，韩国央行称，国内通胀料将

处在低位，随着7月消费大幅回升，预计国内

经济将逐渐好转。 但整体来看，一些领域仍

面临很高的不确定性。

马来西亚央行行长：

并无实行固定汇率计划

马来西亚央行行长洁蒂13日表示，该国

央行认为没有必要对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实

行固定汇率。

林吉特自去年9月开始走弱， 今年以来

已贬值13％左右，是亚洲地区表现最差的货

币之一。马来西亚央行表示，林吉特贬值的影

响是可控的， 面对具有挑战性的环境该国经

济将保持弹性。

洁蒂表示，在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方向确

定之前， 预计货币市场的波动仍将继续，但

马来西亚不会实行资本管制，因为该国金融

体系和市场已经进一步发展，足以承受这些

波动。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宣布调整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后，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与此同时，林吉特兑美

元汇率跌破4比1，为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

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对此，洁蒂表示，人民币汇率调整是为了

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并且与其他货币相比人

民币调整幅度很小，不应对此反应过度，人民

币汇率调整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利。

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由

于林吉特大幅贬值， 马来西亚曾将汇率固定

在1美元兑3.80林吉特的水平。（赵博超）

避险需求推动金价反弹 后市难言反转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近期， 受避险需求和人民

币汇率出现波动等多重因素影

响，国际金价一改前期颓势，出

现连阳行情。 相关黄金个股出

现普涨。分析人士指出，此轮国

际金价连续上涨主要受避险需

求支撑， 但目前黄金市场的基

本面还不足以推动金价逆转上

涨， 近期的波动更多仍然是空

头回补的影响。

短线获得支撑

本周，国际金价连续上涨。

8月13日， 国际金价隔夜冲破

每盎司1120美元关口，最高探

至1125美元， 出现5日连阳。

SPDR黄金ETF持仓量较上一

日增加4.18吨至671.87吨，时

隔一个月首次增持。

东吴期货认为， 人民币再

度贬值， 引发全球市场对于中

国第三季度经济放缓的忧虑。

人民币持续波动引发避险情绪

滋生， 令投资者对避险资产更

加青睐， 是黄金持续反弹的重

要因素。此外，人民币的波动或

对美联储的加息进程形成影

响， 加之隔夜美联储高层杜德

利发表的偏向鸽派的言论都是

黄金能够持续反弹的原因。 美

国债收益率整体回落， 全球通

胀低迷势必会影响到美联储升

息的步伐。

德国商业银行表示，人民

币近期的波动情况使黄金市

场受到强劲提振， 如果引发

其它一些国家的货币波动，

那么黄金市场可能会得到更

多利好。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近期

将公布零售销售数据， 市场预

计7月零售销售月率将上涨

0.4%， 核心零售销售将上升

0.4%。 考虑到上周五美国非农

数据未能持续提振美元， 因此

零售销售数据对美元的利好可

能也会较为短暂， 金价走势上

料会受到零售销售数据影响，

不过应该不会逆转近几个交易

日的反弹势头。另一方面，人民

币波动变相推升美元， 加上全

球股市出现不明朗因素， 大幅

降低了美联储加息的机会，金

价因此受惠。

受国际金价反弹和人民

币汇率波动影响，8月13日港

股黄金相关股继前一日造好

后， 普遍上行， 招金矿业升

7.5%；灵宝黄金升3.1%；紫金

矿业升2.1%。 香港一些券商

分析师认为， 由于内地黄金

进出口管理较为严格， 内地

产黄金主要用于内销。 人民

币波动预期有可能引发避险

需求， 因而有望支撑国内黄

金实物消费， 相关个股因此

出现一轮行情。

基本面未根本好转

不过机构认为， 金价当前

的上扬更多的是技术因素推

动，并没有实质利好。从全球经

济方面来看， 目前大宗商品价

格整体在走低， 全球经济增长

缓慢， 并且中国和印度的需求

也比较低迷。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 随着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不会刻意让

人民币下跌， 美联储加息预期

仍在，外汇市场开始持稳，美元

指数逐渐回升。 此前因为市场

对于部分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

动的担忧或暂告一个段落，贵

金属市场多头动能有所减弱。

而美元走强和对美联储升

息的预期仍然是今年以来黄金

市场面临的最大压力。 分析师

指出，若美元继续走强，而美联

储很可能会在9月升息， 这将

阻止金价的连续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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