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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價今年漲近四成 上半年投資增 90%
■ 投資者來到周大福羅湖珠
寶店諮詢和購買金條。
寶店諮詢和購買金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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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福羅湖萬象城店店員
楊先生透露，
楊先生透露
，有顧客投入 300
萬一次買入6
萬一次買入
6 公斤金條
公斤金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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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

情影響，全球央行大放水和地緣政治困擾等
多個因素作用，作為保值增值的黃金受到市
場強烈追捧，現貨金近日更曾突破 2,000 美
元，高見 2,074 美元創歷史新高，今年來勁升
近四成，大幅跑贏股市，目前正在 2,000 美元
下方震盪整固。今次黃金熱中，又
怎會少了內地投資者的身影？有
投資者在周大福深圳門店豪擲 300
多萬元人民幣買入 6 公斤金條；其
他中小投資者亦紛紛掃 50-100 克
的金條。許多珠寶和銀行金條短
缺，必須提前預約購買。

擲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需求驟增購買金條或需預
約提貨。
約提貨
。

深圳投資者

近十年來黃金表現
2011年

倫敦現貨金觸及1,920.8美元；

2016年

金價跌到1,058美元；

300 萬掃金條

2020年
8月5日

8月5日

倫敦現貨金突破 2,000 美元，8
月7日飆升至2,074美元；
SPDR 黃 金 持 倉 量 增 長 至
1,257.93噸，創歷史新高；
製表：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昌鴻

為了應對疫情衝擊和刺激經濟發展，美聯儲推出無限
量量化寬鬆（QE），中國、歐洲等眾多國家和地區

紛紛降息，全球流動性氾濫成災，未來必將推動世界性的
通脹。而流動性氾濫十分利好保值增值的黃金；與此同
時，中印邊境對峙未全面消除、美國不斷對中國發起多種
爭端，這些地緣政治因素也令避險保值的黃金受到市場的
青睞。正是受上述眾多因素的影響，今年以來，倫敦現貨
金自每盎司1,500美元飆升至近日的2,074美元高點，漲幅
高達38.26%，許多投資者賺到盆滿缽滿。

金價上望2300美元

■ 張德熙預計
張德熙預計，
， 在牛市第三
期金價可望挑戰 2,300
期金價可望挑戰2
300美元
美元 。

張德熙：
飾金零需求 珠寶商生意減半
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
表示，由於金價大漲，其部分金銀
業貿易場行員珠寶金商反映，在金
條金粒銷售方面均錄得不錯升幅，
消費者普遍是投資需求為主。但其
他珠寶、首飾消費意欲相對較低。
受疫情拖累，整體生意仍然較往年
同期下跌 50%至 70%，婚嫁飲宴活
動減少，金飾剛性需求接近零，金
飾零售同時亦受金價上升而有所影
響。

內地客大減 生意難復甦
他稱，近日內地客人比例明顯大
減，業界預計香港珠寶業 8 月份生意
表現很差，個別地區的生意跌幅達
七成至八成，其中銅鑼灣情況最嚴
峻，其次為尖沙咀及旺角。短期內
亦看不到利好反彈因素，料 9 月的跌
幅仍達兩成以上。
周大福珠寶集團執行董事陳世昌

表示，過去幾個月黃金價格暴漲，
令不少人觀望，金價未來走勢難以
判斷，但他指公司做生意不看它漲
跌，公司已經安排了風險對沖以鎖
定金價暴漲的風險。
世界黃金協會近日表示，2020 年
上半年，新冠疫情對黃金市場消費
需求有所影響，全球黃金總需求為
2,076 噸，較 2019 年同期下降 6%；
由於疫情影響以及金價處於高位拖
累，上半年全球金飾需求同比幾近
減半，降至 572 噸；全球各國央行上
半年購買了 233 噸黃金，與去年創紀
錄的同期水平相比下降了39%。
世界黃金協會中國董事總經理王
立新稱，受制於金價高企以及消費
者可支配收入下降，中國的金飾需
求仍然低迷。但業內對下半年內地
金飾市場前景十分看好，預計因疫
情而推遲的婚慶活動或將提振金飾
需求，進一步助力市場復甦。

正是看好黃金走勢，全球最大的黃金投資機構 SPDR 一
直增持黃金，其持倉量從今年 5 月初的 1,076 噸增至 8 月 5
日的 1,257.93 噸，短短三個月上漲了近 200 噸。香港金銀
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認為，2020年黃金進入牛市階段，
一季度是牛市初期，第二季和第三季步入牛市第二期，估
計在牛市第三期金價可望挑戰2,300美元。
世界黃金協會近日發布的《黃金需求趨勢報告》顯示，
今年上半年全球黃金投資增長了 90% ，其中黃金 ETF 的
總流入創歷史新高。截至7月28日，全球黃金ETF總持倉
量達到了 3,751 噸。世界黃金協會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王立
新還表示，今年二季度，中國黃金市場整體呈現出復甦態
勢，中國金條與金幣投資總需求均出現了顯著的環比反
彈。

港實金需求增5倍
張德熙表示，金銀業貿易場行員公司於實物金銷售方面
都有不錯的增長，從 2018 年第四季起實金需求開始增
加，2019 年實金需求比 2018 年增長近 3 倍，若單計金銀
業貿易場 2020 年第一季實金需求數據，同比增長更達到 5
倍之多。其反映了投資者對增持實物黃金尤其金條作避險
的趨勢有明顯支持。不過，張德熙強調，黃金投資如同股
市一樣，入市有風險，投資者需謹慎投資，不可盲目跟風
炒作。
記者近日在周大福羅湖萬象城店看到，一些投資者在購
買金條和黃金珠寶。該店銷售員楊先生表示，近期有投資
者前來購買金條，包括 10 克、50 克、100 克、500 克和
1,000 克的，其中刻有「年年有餘」1,000 克金條售價為
50.8萬元(人民幣，下同)，當天其金條售價為每克 508元。
前一天有顧客購買了 1,000 克金條，當天金價為 510 元，
花了 51 萬元。更有豪客一單斥資 300 多萬元買了 6 條
1,000克金條。

購買金條需預約

白銀門檻較低 大媽搶購
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
表示，白銀因價格相對便宜和投資
門檻低，被稱為「窮人黃金」，而
某些導致金價上漲的因素也對銀價
產生了相似作用。銀價由今年 7 月至
今累漲五成，因此，最近中國大媽
亦加入這波「搶白銀」行列。有歐
洲銀行分析指，與美國總統候選人
拜登領先優勢加大有關，因為他提
出的太陽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大量
投資，都將帶動白銀需求。而且銀
價 7 月底收報每盎司 24.38 美元，相
較 2011 年 4 月創下的收市紀錄高位
每盎司 48.44 美元仍相差甚遠，普遍
分析認為仍有追落後「水位」。但

他提醒投資者，白銀投機意味相對
較黃金大，風險也較高，投資首選
還是實物金風險較低。

今年收益已達25%
記者獲悉，多年前許多中國大媽
炒黃金，但因金價暴漲後投資門檻
升高，中國大媽轉戰白銀。投資者
胡女士表示，今年以來她投資白銀
的收益已經達到 25%。她透露，他
們有一個白銀投資群，裏面六成以
上是大媽。以前他們專做紙黃金，
但由於黃金漲幅過大，今年都開始
轉而投資白銀，因為白銀價格漲幅
相對較小，收益將會更高。

他說，最好賣的金條是 100-500 克的，6 月有投資者購
買 1,000 克金條，目前已賺了好幾萬元。而他們也負責回
收，在賣出價每克要扣除 70 多元。因為許多顧客前來購
買，店舖金條經常斷貨，需要提前預約才能提貨。周大福
珠寶集團執行董事陳世昌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由於疫情
因素和中美紛爭影響，其金條銷售增長20%。萬象城珠寶
商周生生的銷售員鍾小姐也指，他們售賣的生肖金條每克
574元，有顧客購買了6條500克的金條。她也指目前店舖
現貨供應不足，大批量購買需要提前預約。
記者走訪中國銀行羅湖一支行，該行理財經理黃小姐表
示，最近許多客戶前來預訂10克、20克、50克、100克、
500 克和 1,000 克的金條，價格是每克 500 多元，部分投資
者不拿實物，而是存放在銀行。他們的倉庫在上海，客戶
如要實物金需提前預約，「以前客戶購買實物金條只要等
三天，現在需求量大，要等一兩周才有。銀行也可以回收
金條，但要收每克 14 元費用。」她感歎，現在疫情影響
和通脹預期，人們紛買金避險保值。

■ 博時黃金 ETF 基金經理
王祥認為金價回撤帶來買入
機遇。

基金經理：
技術性調整 可伺機買入
博 時 黃 金 ETF 基 金 經 理 王 祥 表
示，儘管 8 月 11 日倫敦現貨金價單
日重挫 5.7%，創下 2013 年以來最大
的單日跌幅，目前在 2,000 美元下方
盤整，但他認為當前金價回撤只是
技術性折返，未來仍將長期看好黃
金表現，因此金價調整帶來了買入
機遇。

美經濟差 放水立場未變
王祥表示，從黃金的中長期邏輯
來看，目前需要關注的是全球經濟
體，特別是美聯儲對於貨幣政策態
度是否發生變化。美聯儲主席鮑威
爾在截至目前的多個場合發言中，
都強調美國經濟所遭遇的挑戰遠比
市場預期的嚴重，美聯儲傾向選擇
滯後性的政策路徑，即等待經濟數
據持續修復一段時間後再考慮對現
有寬鬆政策及資產負債表進行調
整。
實際上，近期美國財政部加大了
發債規模的背景下，需要美聯儲更
多的購債配合，以保障市場流動性
不出現問題。這種財政與貨幣政策
之間的相互依賴在整體上將保障寬

鬆框架難以出現快速扭轉。隨着越
發臨近美國大選的時點，為增加競
選資本，短期對外施壓與中美博弈
仍可能成為階段性主線，而這將給
黃金價格帶來提振。
他稱，綜合以上邏輯，貴金屬市
場短期出現一定的回撤，更多也可
能僅是技術性的折返，以平緩近期
過於激進的交易情緒，但不是真正
的反轉。
市場往往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
一個極端，人民幣計價黃金在本就
較國際金價非正常的大額貼水的基
礎上，這是恐慌情緒的極致表現，
而對於着眼於中長期的配置型交易
者而言，卻顯然是難得的再次入場
機遇。

博時黃金ETF一個月升12%
談到博時黃金 ETF 基金過去一個
月（四周）的表現時，王祥表示，
該 ETF 淨值上漲 11.51%，以博時黃
金 ETF 為主要投資對象的博時黃金
ETF 基 金 聯 接 （A002610、
C002611）過去一個月淨值分別上漲
11.47%和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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