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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月行情回顾 

图 1：截止到 1月 25日内外盘收盘情况 

品种 收盘价 比 12月份涨跌 涨跌幅 

国际现货黄金（美元/盎司） 1200.4 49.5 4.3% 

COMEX连（美元/盎司） 1200.4 48.4 4.2% 

黄金 TD（元/克） 268.06 3.72 1.4 % 

黄金期货（元/克） 269.6 -1.75 -0.64 % 

国际现货白银（美元/盎司） 16.97 1.09 6.86% 

白银期货（元/千克） 4075 -38 -0.92%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二、基本面分析 

（一） 供需 

    1、印度地区总经理Somasundaram PR周二（1月24日）表示，去年末，印度

废除大额纸币搅动国际金市，黄金买需枯竭，但政府推动无纸币化经济，最终

将支撑黄金的长期需求。 

印度2016年黄金需求从2015年的约850吨萎缩至650-750吨。但到2020年，

印度黄金年需求有望增至850-950吨。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去年末

意外宣布废除大额纸币，以打击假币及逃税。通常情况下，印度的购金行为都

以现金结算。此举严重影响了珠宝及金条买需。 

Somasundaram表示，很大一部分需求已经回升。11月份的担忧和疑虑并没

有持续，”他说。“我们非常看好2017年及之后（的需求）。”（数据来源：

世界黄金协会） 

2、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累计生产黄金453.486吨，连续10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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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最大黄金生产国，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产3.434吨，同比上升0.76%，

其中，黄金矿产金完成394.883吨，有色副产金完成58.603吨。另有进口原料产

金81.960吨，同比上升24.51%。全国合计生产黄金535.447吨，同比增长3.79%。 

2016年，全国黄金消费量 975.38 吨，连续 4 年成为世界第一黄金消费国，

与 2015 年同比下降 6.74%。其中：黄金首饰用金 611.17 吨，同比下降 18.91%；

金条用金 257.64 吨，同比增长 28.19%；金币用金 31.19吨，同比增长 36.80%；

工业及其他用金 75.38 吨，同比增长 10.14%。虽然黄金首饰消费因整体消费市

场疲弱而出现大幅下滑，但实金投资表现抢眼，金条和金币消费大幅增加，合

计增长近 30%。(数据来源：中国黄金协会) 

图 2：国内千足金对国际黄金现货升贴水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国元期货 

2016 年初国际金价 1100 美元附近，价格处于近 7 年低位，目前国际金价

1200美元附近，价格仍处于底部区域。12 月末国内黄金升水国际 48 美元/盎司，

目前升贴水回落到升水 10 美元/盎司，未来升贴水缩小幅度不会太大。所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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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面来分析黄金走势，1、目前国际金价仍处于底部区域，此价格区间对黄金

的实物投资仍具有吸引力。2、目前升贴水处于较为合理水平，未来，即使国际

金价下跌，美元上涨，国内升水将继续走高，对国内金价提供支撑；如果升贴

水维持在目前水平或者继续缩小，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或将维持目前水平甚至走

弱，有助于国际黄金上涨。 

（二） 地缘政治风险 

1月17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关于脱欧的讲话中称英国将避免破坏式性的

断崖式退欧，“我们是离开欧盟，不是离开欧洲”，尽管不会保留欧洲单一市场成

员国身份，但是将寻求达成贸易协议。她还首次表明了将推动最终结果在议会

中表决，这些言论远没有市场预期的强硬，当天英镑大幅反弹，欧洲股市上涨，

美元下跌，黄金上涨。 

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说，他高举民粹主义大旗，承诺将

遵循“美国优先”的政策，特朗普着重强调贸易和投资，他称将遵循两条最简

单的原则——买美国的商品，雇美国的工人，他认为资本的外流造成了就业机会

的外流、工业的衰败，把投资带回美国从而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就

业质量。分析师认为，特朗普目前推行的经济政策短期内有助于美国经济快速

发展，但就其经济政策的性质和方向仍然没有明确观点。另外，在1月23日，他

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引发市场对其贸易保护主义离场

的担忧。  

尽管2月份没有重大政治事件，但截止到3月底英国将是否触发里斯本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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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从而正式启动和欧盟的退欧谈判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确定经济政策将延续

投资者对市场的担忧情绪，引发黄金避险功能。 

（三）通胀预期升高 

美国12月CPI同比2.1%，表明通胀正在往美联储的目标靠近。房价和能源价

格的上涨，对12月CPI上涨作出重要贡献。物价持续增长将增加美联储2017年加

息三次的概率。 

此外，美国12月PPI环比0.3%，持平预期，同比1.6%，好于前值1.3%，为2014

年9月以来最大，表明通胀率进一步接近美联储目标水平。其中，燃料价格较上

月增长2.6%，汽油跳涨7.8%，为12月增长最大贡献。食品价格增长0.7%，创一

年新高。 

另外，中国 12月份 CPI 当月同比 2.1%，欧元区 12 月份 CPI当月同比 1.1%，

整个 16 年国际大宗商品均有大幅上涨，短期内，原油、农产品类仍有上升动能，

预计全球通胀将继续升高。上行的通胀趋势有利于黄金需求，首先，黄金一贯

被视为一种通胀对冲工具。其次，更高的通胀率将使实际利率保持低位，第三，

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通胀削弱了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资产的吸引力。 

（四）美元指数及外汇 

图 3：美元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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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图 4：欧元走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图 5：英镑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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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图 6：美元兑人民币走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截止到 1 月 25 日，美元收 99.941,较前一月下跌 2.32%，欧元收 1.07496，

上涨 2.14%，英镑收 1.26362，上涨 2.4%，人民币收 6.8816，涨 0.86%。 

美元在 1 月份出现大幅回调，目前美国的经济数据，货币政策对美元利好，

分析师在此前的分析中多次提到，目前国际主流货币呈现美元一家独大，其他

货币维持弱势格局，存在一定风险，目前美元基本面偏多，技术上，美元仍具

有上升空间，但快速上涨概率不大，目前考验 100 关口支撑，若有效跌破，则

美元将回落到 100-97 区间内。 

受益于美元下跌，欧元在 1 月份出现较大幅度反弹，1 月底出现美元黄金同

跌，其他主流货币同涨格局，自从 2015 年 1 月宣布推出更多量化宽松措施以

来，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增长了将近 1.5 万亿欧元，增幅达到 70%，使目前的

资产负债表规模超过 3.6 万亿欧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黄金协会）。基本面缺乏实

质性利好，分析师认为，欧元反弹空间有限，压力位 1.08，若有效突破，上方

1.1 附近。 



  

国元期货投资咨询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B 座 21 层 

电话： 010-84555196    传真： 010-84555009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table_page] 贵金属专栏 

 

8 / 12 

自 1 月 17 日英国首相发布脱欧计划讲话，声称将通过与别国签订自由贸易

协议来建立“真正全球化的英国”，英镑大幅反弹，不过，据德银分析师表示，英

国脱欧后，英镑将面临失去全球储备比例和避险资产地位的风险，多空因素交

织，料英镑反弹幅度有限，上方压力 1.286。 

中国临近春节，市场流动性较差，且节前客盘需求减少，自营资金交投谨

慎，成交缩量。另外美国经济政策有待明朗，美元短期走势存在不确定性。1 月

份以来人民币汇率打破单边贬值走势，阶段性双向波动的特征不断强化，预计

短期内仍将以宽幅震荡为主。 

所以，短期内，除美元以外的其他主流货币仍面临贬值压力，黄金的相对

稳定也可以支撑央行的需求。为此，各国央行将继续购买黄金，以此作为外储

多元化的一种手段。  

三、技术面分析 

（一）行情走势分析 

图 7：现货黄金走势图 

 



  

国元期货投资咨询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B 座 21 层 

电话： 010-84555196    传真： 010-84555009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table_page] 贵金属专栏 

 

9 / 12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图 8：国内黄金期货走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国际现货黄金目前面临回调走势，若有效跌破 1190 美元支撑，下方支撑位

在 1170 美元处，上方压力 1250美元、1300美元；国内黄金期货 1706合约支撑

位 262，上方压力 274 附近，若有效突破，上方看到 284。 

图 9：现货白银走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图 10：国内期货白银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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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国际现货白银面临回调走势，下方支撑 16.5 美元，上方压力 18 美元；国内

白银期货 1706 合约下方支撑 3950，上方压力 4170，若有效突破，则上方看至

4300。 

（二）持仓情况 

1、ETF 持仓 

图 11：SPDR 黄金 ETF 价格走势及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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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SLV 白银 ETF 价格走势及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国元期货 

 全球最大黄金上市交易基金(ETF)SPDR Gold Shares GLD持仓较上周减

少 10.08吨，当前持仓量为 799.07 吨。 

全球最大白银基金（ETF）SLV持仓较上周减少29.48，当前持仓量为10494.58

吨。 

  四、综合分析 

目前，黄金技术面偏空，黄金基本面多空交织，供需面预期改善，政策面

偏空，但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地缘政治、货币贬值、通胀预期升高及

股市估值过高的风险均增加黄金避险需求。所以，分析师认为，此轮回调幅度

有限。 

操作上，本周黄金 1706 合约 270、美元 100 离场、白银 1706 合约 4080均

止盈离场。明日春节，可空仓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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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88-218  网址：www.guoyuan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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