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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通胀与大衰退（降息）是黄金上涨的两大驱动因素，演绎了金融变量

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传导。随着全球化分工，产业发生转移，新兴经济体

进行承接过程中大量进行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对铜等基础金属需求增

加，从而推升价格，为美国带来输入性通胀，刺激黄金价格上行。历史

上，原油价格对美国通胀亦有较大影响，但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成本下

降，美国成为原油出口国后，原油对美国通胀的推动作用有所下降。衰

退是影响黄金价格的另一关键因素，着重看级别，衰退级别越大，降息

幅度越大，则对黄金的上涨刺激越大。但“金牛市均伴随着美国高通胀

或美国经济大衰退（利率显著下降）”仅是表面现象，金融属性对黄金

价格驱动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

 金融属性主导黄金价格变动：无风险美元资产实际收益率为持有黄金的

机会成本。黄金作为全球性、抗通胀、不产生孳息的金融资产，其对标

的是无风险美元资产，而无风险美元资产实际收益率则为持有黄金的机

会成本，因此黄金价格与无风险美元资产实际收益负相关。无风险美元

资产实际收益率=无风险美元资产名义收益率-美国通胀率，进而推出黄

金价格与无风险美元资产名义收益率负相关，与美国通胀率正相关。

 避险属性对黄金价格形成短期脉冲。黄金、美国国债作为世界主要的避

险资产，风险事件爆发将刺激对避险资产的需求上升，一是增加黄金购

买，例如黄金 ETF投资增加；二是增加美国国债购买，从而推动美国国

债到期收益率（可视为无风险美元资产名义收益率）下行，根据黄金价

格与无风险美元资产名义收益率负相关的传导关系，国美国债到期收益

率下行将推动黄金价格上涨。

 供需处于平衡状态，商品属性对黄金价格影响较微。2010年至 2019年，

世界黄金供给略大于需求，供给缺口在-5.4%至 9.0%（负数为供给少于

需求）之间。黄金供给缺口与金价走势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因此商品

属性对黄金价格影响较微。

 黄金价格未来走势预判。现美国经济短暂企稳，美联储暂停降息，短期

内避险情绪成为影响黄金价格的主要因素；美国通胀有抬升迹象，PPI
及 CPI同比增速回升，短中期通胀与避险情绪共同驱动黄金价格；中长

期看，美国经济增速下行概率较大，降息预期支撑黄金价格上涨。

 投资建议。黄金走势决定黄金股趋势，但两者中途走势或有脱节，因此

黄金股配置重择时，具体标的应聚焦禀赋关注龙头，建议关注山东黄金

（600547）、恒邦股份（00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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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黄金走势决定黄金股趋势，但两者中途走势或有脱节，因

此黄金股配置重择时，具体标的应聚焦禀赋关注龙头，建议关注山东

黄金（600547）、恒邦股份（00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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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上的黄金牛市

纵观历史，黄金牛市均伴随着美国高通胀或美国经济大衰退（利率显著下降）。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定价体系发生变化：而黄

金具有商品、金融、避险三种属性，其价格受三种属性的驱动因素影响；1968 年至今，

黄金共经历 6 轮大牛市，每轮牛市均在美国高通胀或美国经济大衰退（利率显著下降）

的背景下出现，而每次重大风险事件发生亦对黄金价格形成向上脉冲。纵观历史，通胀

上升、利率下降是黄金价格上涨的两大驱动因素，黄金的金融属性主导着其价格涨跌。

第一次石油危机推升美国通胀，1970 年 8 月至 1974 年 12 月期间，黄金价格上涨

了 453%。1950 至 1973 年期间，原油价格一直维持低位，平均每桶约 1.80 美元，约为

煤炭价格的一半，1973 年 1 月才上升至 2.95 美元/桶。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

发，1973 年 10 月 16 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1973 年 10 月 17 日，中东阿

拉伯产油国减少石油生产，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石油禁运；1973 年底，石油

价格升至 11.651美元/桶。美国 CPI从 1972年 12月的 3.40%上升至 1974年 12月的 12.1%，
期间黄金价格上涨了 204.13%。

1976 年 9 月至 1980 年 9 月期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黄金价格上涨了 531%。

1978 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政变，1978 年 12 月 26 日

至 1979 年 3 月 4 日，伊朗停止原油出口，世界原油供应突然减少了 500 万桶/日，造成

石油供应短缺，石油价格从每桶 13 美元猛升至 34 美元。1980 年 9 月 22 日，“两伊战

争”爆发，伊朗、伊拉克两国的石油出口量锐减，全球石油产量从每天 580 万桶骤降到

100 万桶以下。油价在 1979 年开始暴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一度暴涨到每桶 42 美元。

第二次石油危机开始于 1978 年底伊朗“伊斯兰革命”，结束于 1981 年初，期间石油进

口价格剧增，推动着西方国家内部已经出现的通货膨胀率迅速升高。由于 1979 年以来，

西方国家持续抢购石油，原油储备逐渐充足，同时沙特阿拉伯短期内提高了原油产量，

1981 年油价终于稳定在 34～36 美元/每桶。1978 年 11 月至 1980 年 9 月期间，美国 CPI
从 8.90%上升至 12.80%，期间黄金价格上涨了 193.08%。

图1：1970/8-1974/12高通胀下的黄金价格上涨（美

元/盎司，%）

图2：第一次石油危机下的美国高通胀（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3：1976/9-1980/9高通胀下的黄金价格上涨（美

元/盎司，%）

图4：第二次石油危机下的美国高通胀（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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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6 月至 1983 年 1 月，应对经济衰退，进入降息周期，黄金价格上升 57%。
1979 年下半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上涨使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缩，加剧美国外

贸逆差，加深滞胀趋势，从而触发了经济危机。美国经济三年内几经起伏，工业生产指

数呈现下降－回升－下降的 W 型曲线，企业倒闭数急剧增加，失业率高达创新高，物

价大幅度上涨。为应对通胀，1979 年，美联储紧缩货币供应，大幅提高利率，1979 原

油年原油 6 原油月至原油 1981 原油年原油 6 原油月联邦基金利率从原油 10.29%上升到

原油 19.10%，同时原油 10 原油年期美国国债利率从原油 8.91%上升原油至原油 13.47%，
通胀得到抑制，但同时抑制经济增长，经济下滑继续。为刺激经济增长，1982 年 6 月，

美联储开始降低联邦基金利率。1982年 6月至 1983年 1月期间，联邦基金利率从 13.76%
降至原油 8.56%，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从 13.93%跌至 10.80%，受美国无风险收益率

下降刺激，黄金价格在 8 个月内上涨了 57%。

1985 年 3 月至 1987 年 11 月，经济结构转型，降息应对经济下行，黄金价格上涨

71%。七十年代后半期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高科技行业开始发展，1975 年至 1983 年

期间,高科技产业呈现出高速增长，成为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里

根第一个任期期间（1981 年至 1984 年）通过赤字财政扩大军事支出,拉动军工产业链工

业部门增长，增加就业，同时通过对企业、私人部门减税，扩大企业投资能力，增加个

人购买力，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抬升美国资本回报率。在新型产业及

高利率的吸引下，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弥补了部分财政赤字,补充了企业投资资金，美国

固定资产投资增阿基,使 1983年GDP增速回升，1983年实际 GDP同比增速大幅升至 4.6%
（1982 年为-1.8%），但 1984 年美国 GDP 增速开始回落。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5：1982/6-1983/1降息下的黄金价格上涨（美元/

盎司，%）

图6：1982/6-1983/1油价回落，低通胀，低利率（美

元/桶，%）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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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军工项目开始减少，对工业部门拉动效应下降，同时

整个产业成本在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新税制取消了减税计划，私人部门消费

力下降；贸易逆差扩大，政策财政赤字高企，外债增加，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美国虽

拥有强大的技术积累，但是在高端工业制品和电子产品的竞争上较日本处于弱势。虽然，

计算机、电子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中占比提升，但结构调整期间，经济整体内生力不足。

弱经济背景下，货币供应增加，国债收益率下行，1985 年 3 月至 1987 年 11 月期间，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11.86%降至 8.99%，期间 CPI 先降后生，但实际利率处于下

降状态，从 8.06%降至 4.49%，黄金价区间涨幅为 71%。

2003 年 12 月至 2007 年 4 月，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输入性通胀，黄金上涨 69.14%。

21 世纪初，传统产业再次转移，从亚洲四小龙转向中国等东南亚地区。2001 年 12 月，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展加工外贸业，中国进入快速工业化时期，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

展，对铜等基础金属需求增加，拉动铜价在 2003 年 12 月至 2007 年 4 月间上涨了 272%，
给美国带来输入性通胀，期间美国 CPI 从 1.9%上升至 2.6%，美国实际收益率（美国 10
期国债收益率-CPI）从 2.50%降至 2.03%，受通胀推动，黄金价格上涨了 69.14%。

2007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次贷与欧债危机促使利率下调，黄金价格上涨 172%。
2007 年 8 月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卷席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造成欧美

图7：1985/3-1987/11降息下的黄金价格上涨（美元

/盎司，%）

图8：1985/3-1987/11降息平缓经济结构转型阵痛（美

元/桶，%）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9：2003/12-2007/4高通胀下的黄金价格上涨（美

元/盎司，%）

图10：2003/12-2007/4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输入性通胀

（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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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大幅亏损，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倒逼，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失业率大幅上升，房

价、股市下跌，居民财富大量蒸发，消费大幅下降，制造业产生明显萎缩，进出口同时

下降，贸易逆差显收窄。为应对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12
月，美联储四次降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 5.25%降至 0.25%，受低利率及避险情绪共

同作用，期间伦敦现货黄金每盎司价格从 665.75美元上升至 1813.50美元，涨幅达 172%。

受次贷危机重创后，希腊等国家经济增长疲弱，财政赤字问题突出。2009 年 12 月

8 日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2010 年 2 月 4 日，葡萄牙政府称可能削弱缩

减赤字的努力及西班牙披露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将高于预测；市场对欧洲国家财政问题担

忧加重，信心丧失扩大至比利时等国家，大量抛售欧元区资金，导致欧元大幅贬值，欧

洲股市暴跌。为应对欧债危机，世界主要国家央行为国内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降

低国内商业银行借入主要贸易货币美元的利率。欧债危机推使利率下行，刺激了市场避

险情绪，且次贷危机对经济影响尚未消除，因此，黄金价格继续上行。

图11：2007/8-2011/8降息下的黄金价格上涨（美元

/盎司，%）

图12：次贷与欧债危机促使利率下行（美元/盎司，%）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表 1：黄金牛市伴随着高通胀、低利率

黄金价格

伦敦现货黄金（美元

/盎司）

通胀

美国:CPI:季调:当月

同比（%）

名义利率

美国:国债收益

率:10 年（%）

实际利率

国债收益率-CPI

（%）

期

初
期末 涨幅 期初 期末 变动 期初 期末 变动 期初 期末 变动

1972/12/1

1974/12/30

通胀

64 195 204 3.4 12.1 8.7 6.3 7.4 1.1 2.9 -4.7 -7.6

1978/11/1

1980/9/30

通胀

228 667 193 8.9 12.8 3.9 8.7 11.9 3.2 -0.2 -0.9 -0.7

1982/6/1

1983/1/31

降息

319 500 57 7.2 3.7 -3.5 13.9 10.8 -3.1 6.7 7.1 0.4

1985/3/1

1987/11/30
287 493 71 3.8 4.5 0.7 11.9 9.0 -2.9 8.1 4.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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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主导黄金价格变动

大通胀与大衰退（降息）是黄金上涨的两大驱动因素，演绎了金融变量对黄金价格

的影响传导。随着全球化分工，产业发生转移，新兴经济体进行承接过程中大量进行工

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对铜等基础金属需求增加，从而推升价格，为美国带来输入性通胀，

刺激黄金价格上行。历史上，原油价格对美国通胀亦有较大影响，但随着美国页岩油开

采成本下降，美国成为原油出口国后，原油对美国通胀的推动作用有所下降。衰退是影

响黄金价格的另一关键因素，着重看级别，衰退级别越大，降息幅度越大，则对黄金的

上涨刺激越大。但“金牛市均伴随着美国高通胀或美国经济大衰退（利率显著下降）”

仅是表面现象，金融属性对黄金价格驱动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

无风险美元资产实际收益率为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黄金作为全球性、抗通胀、不

产生孳息的金融资产，其对标的是无风险美元资产，而无风险美元资产实际收益率则为

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因此黄金价格与无风险美元资产实际收益负相关。无风险美元资

产实际收益率=无风险美元资产名义收益率-美国通胀率，进而推出黄金价格与无风险美

元资产名义收益率负相关，与美国通胀率正相关。

图13：金融属性主导黄金价格

数据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14：金价格与无风险美元资产实际收益负相关（美元/盎司，%）

降息

2003/12/1

2007/4/30

通胀

400 677 69 1.9 2.6 0.7 4.4 4.6 0.2 2.5 2.0 -0.5

2007/8/1

2011/8/31

降息

666 1814 172 1.9 3.8 1.9 4.8 2.2 -2.5 2.9 -1.6 -4.4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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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失业率及核心 PCE 通胀率是观察无风险美元资产名义收益率变化的先行指标。美联

储根据失业率及核心 PCE 通胀率的变动，来制定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目标区间，其作为基

准利率影响着美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而美国 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可作为无风险美

元资产名义收益率的替代指标，因此通过观察失业率及核心 PCE 通胀率的变动趋势，可

预判无风险美元资产名义收益率变化。

当失业率上升时，往往预示着美国经济正在或将衰退。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下滑，美

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应对。经济下行增加了市场对美国长期国债需求，叠加

基准利率的下降，使国债收到期收益率（无风险美元资产名义利率）下降，而实际利率

中枢一般跟随名义利率回落，持有黄金从机会成本下降，黄金需求增加，从而推升黄金

价格。

图17：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与联邦基金利率趋势一致 （%）

图15：失业率及核心PCE通胀率是观察无风险美元

资产名义收益率的先行指标（%）

图16：失业率升高，GDP增速下滑，黄金价格上涨（美

元/盎司，%）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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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铜、原油价格影响美国通胀。作为基础工业原材料，其需求受美国、非美主要经济

体的经济周期影响。一般情况下，当主要经济体（美国、非美）进入繁荣周期，对铜、

原油的需求增加，推动两者价格上涨，从而带来美国通胀预期上升。随着科技进步，节

能技术发展将降低单位经济活动的耗油水平，替代能源成本下降将压低原油价格上限，

这些变化将使原油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影响幅度有一定减弱。除需求因素，中东地区冲突

将影响原油供给预期，对原油价格产生扰动，进而影响美国通胀预期。美国通胀虽受铜、

原油价格扰动，但依旧有经济周期主导。CPI 或美国“10 年期国债名义收益率-10 年期

国债实际收益率”是观察美国通胀预期的较好指标。

图18：原油对通胀形成冲击（美元/桶，%） 图19：铜价推升通胀（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20：美国经济周期主导国内通胀1（%） 图21：美国经济周期主导国内通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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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险美元资产实际收益率受美国经济周期主导，美元指数与黄金价格负相关。若

将黄金视作无风险金融资产，则其持有的机会成本为无风险美元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从

“美国国债实际收益率=美国国债名义收益率-美国通胀率”延伸，公式右边变量受美国

经济周期主导；而美国经济周期影响着全球资金流动，当美国进入繁荣周期，美元资产

回报率提升，资金流入美国，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美元指数上升；当美国经济衰退，

美元资产回报率下降，资金流出美国，美元遭抛售，美元指数下跌，因此延伸得出传导

关系“美国经济繁荣-美元资产回报上升（黄金持有成本上升，黄金需求下降）-资金流

入美国-美元指数上涨”，美元指数涨跌体现的是全球资金对美元资产的需求，美元指数

与黄金价格负相关。

图24：美元指数与黄金价格呈反向走势（美元/盎司）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22：美国经济增长吸引资金流入（百万亿元，%） 图23：资金流入推高美元指数（百万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注：美元指数以 2006 年 1 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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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沪、深交易所，东莞证券研究所

注：美元指数以 1973 年 3 月=100

3. 避险属性对黄金价格形成短期脉冲

避险属性驱动黄金价格的内在逻辑分析。黄金、美国国债作为世界主要的避险资产，

风险事件爆发将刺激对避险资产的需求上升，一是增加黄金购买，例如黄金 ETF 投资增

加；二是增加美国国债购买，从而推动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可视为无风险美元资产名

义收益率）下行，根据黄金价格与无风险美元资产名义收益率负相关的传导关系，国美

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将推动黄金价格上涨。

一般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区）风险事件推动的黄金价格上涨幅度会更大，因为除了

导致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需求增加导致），石油价格上涨还将推高美国通胀预期，

从而对黄金价格在短期内形成双重推升（黄金价格与美元无风险名义收益率负相关，与

美国预期通胀率正相关）。

图25：避险需求增加推动黄金价格上涨

数据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

风险事件对黄金价格是脉冲式，短暂而急速。2020 年 1 月 3 日，美国袭击伊朗二

号人物苏莱曼尼，导致其死亡，中东局势升温，黄金价格从 1 月 2 日的 1527.3 美元/盎
司急升至 1 月 7 日的 1576.3 美元/盎司，涨幅达到 3.21%，但随后黄金价格回落，期间

10 年期美国国债实际收益率上升了 1bp。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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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对黄金的冲击同样是短暂而急速的脉冲式影响。2018 年 3 月

23 特朗普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

美投资并购。中美贸易摩擦拉开序幕，黄金价格从前 3 月 21 日的 1328.8 美元/盎司，升

值 3 月 26 日的 1352.2 美元/盎司，涨幅为 1.76%，而期间 10 年期美国国债实际收益率

并没有大的波动。

从近期风险事件观察，风险因素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一般是脉冲式，持续时间较短，

而期间美国实际收益率反而上升或呈小幅波动。

4. 商品属性对黄金价格的影响较弱

黄金需求可分为四大类，分别为消费需求、工业需求、投资需求、储备需求。

消费需求体现为黄金首饰，在总需求中占比最大，历年比例在 45%-50%之间，需求

量约 2200 吨，近年黄金首饰需求有所下降，2019 年金饰需求同比下滑 6%。中国（含港、

台）及印度是黄金首饰消费主力，占全球金饰总消费量比例分别为 32.3%、25.8%；2019
年两国金饰消费量分别为 681.1 吨、544.6 吨，分别同比下降 8%、9%，降幅较大。受疫

情影响，预计 2020 年一季度中国金饰消费需求同比下降。

图28：前6大国家或地区金饰需求量及占比（吨，%）

数据来源：Metals Focus, Refinitiv GFMS, 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 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

研究所

图26： 1月3日美伊冲突对黄金的脉冲（美元/盎

司，%）

图27：中美贸易摩擦对黄金的脉冲（美元/盎司，%）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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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需求主要包括主要是指电子、化工行业和医学等行业对用金的需求， 2015 年

-2019 年稳定在 330 吨左右，需求变化不大。

投资需求指投资者对黄金 ETF、金币和金条的投资需求，其中金币及金条占投资需

求中比例最大，占黄金总需求比例为约 20%，但 2019 年需求量大幅下降，同比下降了

20%；而黄金 ETF 及黄金衍生品在黄金总需求中的比例为 9.2%，虽然需求量远低于金币

和金条，但 2019 年受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及低利率环境的影响，需求增长显著，黄金 EFT
及黄金衍生品同比增长 426%。

图29：前8大国家或地区金币和金条需求量及占比（吨，%）

数据来源：Metals Focus, Refinitiv GFMS, 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 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

研究所

储备需求，指各个国家保有的作为储备资产的黄金。2019 年各国央行储备黄金基

本与去年持平。

图30：实物支持黄金ETF持有量前十排名（按AuM）

（吨，%）

图31：实物支持黄金ETF持有量前十排名（按区域）

（吨，%）

资料来源：各 ETP 提供商, 彭博通讯社, 洲际交易所基准

管理机构, 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 ETP 提供商；彭博通讯社；洲际交易所基准管

理机构；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32：官方公布的黄金持有量前1-20名（截至2019

年12月）（吨，%）

图33： 官方公布的黄金持有量前21-40名（截至2019

年12月）（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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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黄金需求（吨，美元/盎司，%）

数据来源：Metals Focus, Refinitiv GFMS, 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 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

研究所

图35：黄金各项需求占比（%）

数据来源：Metals Focus, Refinitiv GFMS, 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 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

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IFS, 世界黄金协会，

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IFS, 世界黄金协会，东

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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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供给缺乏弹性。历史上各时期以来共开采黄金约 190,040 吨（地面库存），其

中约三分之二是自 1950 年以来开采的，分布形式分别是金饰、投资品（金币和金条）、

各国央行储备、其式出产和未计入部分；地下库存约（探明储量未开采）54,000 吨。

图36：地面黄金库存（吨，%）

数据来源：黄金矿业服务公司；汤森路透；美国地质调查局；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研究所

黄金供给有三个渠道：1、矿产金（初级供应），是指金矿石经过选矿精炼得到的实

物黄金，是世界黄金的主要供应来源；2、再生金（次级供应），是指经过重新提炼和熔

铸被还原重新利用的实物黄金；3、官方售金（三级供应），是各国央行储备的黄金公开

出售而产生的供应。

黄金供给主要来自矿产金，近 3 年产量约 3500 吨，预计未来几年矿产金产量会趋

于平稳。在过去十年中，金矿产量的总体水平有显著提高，但重大新矿点的发现越来越

少，产量水平越来越有限。因项目开发时期和金矿生产周期非常长，从发现到生产通常

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一座矿山平均需要 10到 20年的准备时间才能产出可供提炼的矿石，

因此矿业产量对价格的反应不快，黄金供给缺乏弹性。

图37：黄金供需弱平衡（吨，美元/盎司，%）

数据来源：Metals Focus, Refinitiv GFMS, 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 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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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黄金供给（吨，美元/盎司）

数据来源：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 金属聚焦公司, Refinitiv GFMS, 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

研究所

供需处于平衡状态，商品属性对黄金价格影响较微。2010 年至 2019 年，世界黄金

供给略大于需求，供给缺口在-5.4%至 9.0%（负数为供给少于需求）之间。黄金供给缺

口与金价走势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因此商品属性对黄金价格影响较微。

图39：黄金供给缺口对其价格影响较微（美元/盎司，吨）

数据来源：Metals Focus, Refinitiv GFMS, 洲际交易所基准管理机构, 世界黄金协会，东莞证券

研究所

5. 黄金价格未来走势预判

美国经济短期保持韧性，美联储暂停降息步伐，短期内黄金价格主要受避险情绪影

响。2019 年美联储三次降息，结合美国减税政策，美国经济短期保持韧性，2020 年 1
月的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联邦利率区间维持在 1.5%-1.75%不变。非农就业超市场预期，

2020 年 1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 22.5 万人；2020 年以来失业率低于 2008 年金融

危机前水平，2020 年 1 月失业率继续保持低位，失业率为 3.6%；1 月 PMI 重回荣枯线，

ISM 制造业 PMI 为 50.9。由于短期经济企稳，美联储降息概率下降，利率下行推动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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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格上涨受限；英国脱欧落地风险尚未充分释放，疫情引发全球避险情绪提升，短期

内黄金价格受避险情绪主导。

图40：美国新增就业人数（千人）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美国通胀回升，中期通胀与避险情绪共同主导黄金价格。美国通胀有回升迹象，受

新订单增加推动（2009 年 12 月新订单 PMI 指数回升），2019 年 12 月制造业 PPI 回升转

正；2020 年 1 月核心 CPI 同比增速连续 4 个月增加。消费者信心指数及零售总额同比增

速上涨，有望支持通胀率上升。

图41：美国失业率保持低位（%） 图42：美国制造业PMI重回荣枯线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43：美国通胀回升（%） 图44：PCE回升接近目标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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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货币政策调节空间有限，美国经济企稳状态或不可持续。美国经济短暂企稳

的背后是不断扩张的政府债务，2019 年末美国未尝还国债规模为 22.7 万亿美元，占当

年名义 GDP比例为 106%，该比例接近美国历史峰值 118%。假设未来国美名义GPD以 2%
增长，未尝还国债规模按 2018 年至 2019 年的平均增速增长，则在 2022 年“未偿国债/
名义 GPD”超过历史峰值，达到 119%，财政政策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空间有限。

图47：未偿还国债占GDP比重逐年攀升（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45：新订单增加 图46：零售总额同比回升（%）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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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注：2020 年（含）之后数据为预测值

从货币政策看，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1.5%-1.75%，处于历史底部，美元作

为世界货币，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可能性低，因此利率下降调节经济的空间有限，幅度

难超 2019 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于 2019 年再次扩张，截止 2020 年 2 月 12 日，资产规

模为 4.18 万亿美元，若按 2020 年 2 月 12 日前 20 周平均增速测算，2020 年美联储总资

产规模将于 2020 年 6 月达到次贷危机后量化宽松期间的峰值，而美联储对美国国债的

购买规模按预测将于 2 月底达到次贷危机后量化宽松期间的峰值。因此，从降息及美联

储资产负债表扩张空间看，货币政策应对未来可能的经济下行能力有限。中长期看，美

国经济增速下滑概率较大，降息预期有望抬升。

图48：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处于历史底部（%）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49：美联储总资产规模接近次贷危机后量化宽松期间的峰值（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注：2020/2/19（含）后数据为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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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建议

金融属性主导黄金价格，黄金大牛市离不开高通胀或强降息，而强降息则需美国经

济步入大衰退；此外，油价对通胀的冲击不容忽视，风险事件若不改变美国经济基本面，

则仅有短暂脉冲影响。因此，黄金大行情主看美国通胀及降息，小级别行情看风险事件

冲击。现美国经济短暂企稳，美联储暂停降息，短期内避险情绪成为影响黄金价格的主

要因素；美国通胀有抬升迹象，PPI 及 CPI 同比增速回升，短中期通胀与避险情绪共同

驱动黄金价格；中长期看，美国经济增速下行概率较大，降息预期支撑黄金价格上涨。

黄金走势决定黄金股趋势，但两者中途走势或有脱节，因此黄金股配置重择时，具

体标的应聚焦禀赋关注龙头，建议关注山东黄金（600547）、恒邦股份（002237）。

7. 风险提示

欧央行、美联储议息政策变动风险，美元指数超预期上涨，美国国债实际收益利率

上升；A 股超预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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