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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贵金属行情跌宕，短期行情

维持区间震荡 

（2020-09-02） 

8 月贵金属在基本面因素变化和技术面调整

的情况下出现“过山车”的跌宕行情，目前暂时陷入

了高位震荡。美国经济呈现出持续恢复的情况，美

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调整与财政刺激计划推进缓

慢使短期金银价格上行动力减弱，未来随着国际上

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美元指数波动将成为主导贵金

属走势因素。 

技术面上，国际金价的短周期均线在 1950 美

元/盎司附近走平，投机持仓多头有所下降，资金流

入规模减少，预计未来两个月黄金仍将在 1900-

2000 美元/盎司的区间震荡，对于国内金价为 415-

437 元/克。交易上，建议在短周期上参考布林通道

或 RSI 等技术指标进行波段操作，或卖出深度虚

值黄金看涨期权赚取时间价值 

白银方面，其相对更低的交易成本和高杠杆对

投资者的吸引力，在资金的博弈下白银波动将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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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预计国内银价将在 5700-6500 元/千克之间宽

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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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表 1 贵金属当月交易数据 

合约标的 收盘价 
累计涨跌幅

（%） 
最高价 最低价 成交量 持仓量 持仓变化 

COMEX黄金主力 1973.9 -1.01 2089.20 1874.20 711.59万 40.4万 -977 

沪金2012 422.68 -2.35 454.08 412.18 646.03万 23.2万 3082 

伦敦金 1967.4 -0.38 2075.14 1862.32 - - - 

上金所黄金TD 418.7 -2.31 449.45 403.11 247.21万 24.36万 -42568 

COMEX白银主力 28.43 15.43 29.915 23.580 374.19万 14.08万 10834 

沪银2012 6215 8.60 6877 5613 6762.8万 58.85万 -4894 

伦敦银 28.1285 15.56 29.863 23.391 - - - 

上金所白银TD 6118 8.53 6900 5445 71831万 1199万 -496354 

 

8 月初，受疫情二次爆发影响全球加大经济刺激力度，央行保持宽松，贵金属延续 7 月

的上涨势头在突破历史高位后仍不断刷出新高。中东国家黎巴嫩首都危险品爆炸事故加上国

际金融机构高调看多使多头情绪冲到顶峰，但此时贵金属已陷入极端的超买，因此当美国经

济刺激计划受阻，7 月美国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且俄罗斯宣布疫苗注册，利空消息叠加技术性

回调，贵金属在 8 月 11 日出现大幅崩盘。黄金当天跌超 100 美元到 1900 美元/盎司附近，

幅度近 6%。此后尽管由于日本首相辞职和中美关系等地缘政治事件令美元持续回落支撑金

价反弹，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反映其宽货币政策边际收紧，黄金暂时陷入区间震荡暂未

能回到 2000 美元上方。技术面上，COMEX 黄金期货当月累跌 1.01%收阴线，且上下影线

均较长，月 k 线结束 4 连阳但总体各周期均线保持多头排列。国内金价受人民币升值影响

跌幅较外盘多 1 倍，沪金 2012 合约报收 422.68 元/克，当月累计下跌 2.35%，行情大幅

波动使沪金交投维持在 7 月以来的高位。 

图 1：COMEX 黄金主力合约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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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图 2：沪金主连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图 3、4 沪金主力合约成交量与持仓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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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8 月白银仍处于补涨阶段，随着资金大量加仓在月初强势上涨，月中回调行情后反弹的

力度相较黄金更强，因此当月收盘仍累计上涨超过 15%。COMEX 白银活跃合约当月创出

7 年多新高，上涨幅度为 15.43%，月 k 线走出两连阳。国内白银因需求回升有限且库存较

高，总体涨幅仅为外盘的一半左右，沪银主力合约 2012 当月累计上涨 8.6%，成交量较 7

月有明显上升。 

图 5：COMEX 白银主力合约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图 6：沪银主连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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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图 7、8 沪银主力合约成交量与持仓量变化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二、本月重要宏观经济数据 

公布数据 公布时间 最新值 预期值 前值 影响 

美国8月ISM制造业PMI 9月1日 22:00 56.0 54.2 54.2 美国8月制造业活动加速升

至逾一年半高位，但持续改

善并不均衡，因新订单激增，

但就业仍然落后，这可能使8

月非农就业数据转弱。 

美国7月新增非农人数 8月7日 20:30 176.3万 160万 479.1万 疫情再次爆发暂未带来经济

停摆，7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

业人数尽管因部分州延迟重

启计划而较上月有下降但表

现好于市场预期，目前美国

失业率仍维持高位，美国两

党之间对于后续失业救济政

策仍旧存在分歧，未来就业

形势面临考验。 

美国7月失业率（%） 同上 10.2 10.5  11.1 

美国7月零售销售环比（%） 8月14日 20:30 1.2 2.1 8.4 7月美国零售销售环比不及

预期，在6月份零售额向上修

正后增长 8.4%之后大幅放

缓，这主要和美国疫情再次

爆发且第二次刺激计划没有

如期出台有关。 

美国7月核心PCE物价指数

同比（%） 

8月28日 20:30 1.3 1.2 0.9 7月美国PCE物价指数尽管同

比好于预期，但环比升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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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不及预期，表明美国通

胀仍未出现明显反弹的情

况。 

 

 

三、产业与重要国际宏观消息 

1、截至 8 月底，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2500 万例，死亡超过 85 万例，

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60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 19 万例。8 月 11 日，俄罗斯总统

普京称俄罗斯注册了第一款新冠疫苗，他表示他的一个女儿已经接种了俄罗斯注册的首款新

冠疫苗，未来有望开始大规模生产新冠疫苗。尽管疫苗效果未能验证，但消息引起市场大幅

波动，当天贵金属价格出现大跌。 

2、当地时间 8 月 4 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区发生巨大爆炸，现场升起巨大蘑菇云，

爆炸造成超过 150 人死亡，6000 人受伤。事故判断为 存放在港口的易爆物品引发，爆炸发

生初期引发市场对中东战争“爆发”的恐慌，国际金价持续走高并创下 2075.14 美元/盎司

的历史新高。 

3、8 月 27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的题为“货币政策

框架评估”的讲话，内容包括对就业和通胀的政策调整。讲话特别把就业置于通胀之前，充

分体现了美联储对于就业的重视。另外鲍威尔明确了“平均通胀目标”的概念，即“在通胀

持续低于 2%的时期之后，适当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以实现通胀在 2%以上为目

标，”但其对通胀容忍度的细节表述不及预期。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后，意味着低利率

将维持更长的时间。 

4、8 月 27 日，因担心身体状态恶化影响处理国家政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去首

相职务。日本政坛动荡引起日元避险情绪，从而加速美元贬值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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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现价差与比价 

8 月国内黄金的期现价差由于行情反复而出现大涨大跌的情况，使期现套利机会出现，

随着四季度全球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增加，预计基差仍有大幅偏离均值的可能，整体期货价格

相较去年有更高升水，表明市场看好远期金价。白银期现价差在 8 月亦有大幅波动，期货价

格较前几月有明显升水，表明白银后市偏多情绪。 

图 9 沪金 2012 与黄金 t+d 价差 图 10 沪银 2012 与白银 t+d 价差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8 月受到资金推动的影响，白银持续补涨使内外盘金银不断回落到 3 年多的低位，目前

金银比处于近 5 年均值下方，短期持续下行的空间减少。未来金银比走势视乎全球经济复苏

对通胀水平的拉动，若通胀大幅走高后期白银走势将较黄金更强，金银比将持续下行。此外，

黄金内外盘的价差因美元指数下跌人民币被动升值而持续呈现外强内弱的情况，内盘贴水幅

度不断增加，预计将维持相对一段时间。 

图 11 内外盘金银比价 图 12 黄金内外盘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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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五、相关持仓库存数据 

截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当周，CFTC 持仓报告显示 COMEX 黄金期货非商业持仓多头

为 301,559 张，非商业空头持仓为 80,521 张，净多头持仓见底并持续上升至 221,038 张，

总体上黄金投机持仓净多头维持在近 1 年的低位。COMEX 白银期货投机持仓多头和空头

较上几个月均有所，多头持仓为 74,311 张，空头持仓为 42,974 张，净多头持仓小幅上升

至 31,337 张，较前几周有所增加。 

ETF 库存方面，8 月全球最大 SPRD 黄金 ETF 持仓量在月初因金价走出历史新高而刷

新阶段高位，但随着行情回调持仓回落，截至 8 月 31 日持仓量为 1,251.5 吨。尽管行情有

所回调使持仓减少，但全球最大 SLV 白银 ETF 持仓量仍维持在历史高位，截至 8 月 31 日

持仓量达 17,885.07 吨，。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COMEX 黄金库存持续突破历史新高达 2,208 吨，当月大增

318 吨，纽约商品交易所自今年 4 月开始连续大幅增加黄金的库存，以保证有足够的实物

进行交割。COMEX 白银库存在 8 月中增加规模减少，目前为 10,645 吨，当月增加约 240.7

吨，由于资金推动，白银库存的上升难以压制其价格的上涨。 

图 13 CFTC黄金期货投机持仓净多头变化 图 14 CFTC白银期货投机持仓净多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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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图 15 全球最大 SPRD 黄金 ETF 持仓量变化 图 16 全球最大 SLV 白银 ETF 持仓量变化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图 17 COMEX 黄金期货库存变化 图 18 COMEX 白银期货库存变化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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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市展望 

经历了 8 月跌宕起伏的“过山车”行情后，贵金属暂时陷入了高位震荡。美国经济在就

业、消费等方面均呈现出持续恢复的情况，一些包括制造业和服务员 PMI 等具有前瞻性的

指标更是恢复到了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尽管疫情控制仍然严峻，但当前美国部分地区经济

或类似于中国二季度经济反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全球央行年会提出包括“平均通胀目标”

以提高对通胀走高的容忍度同时重视就业最大化等货币政策策略变化，尽管美联储态度保证

低利率政策将运行更长的时间从而中长期利好贵金属，但其 2%的“平均通胀目标”被市场

认为不够鸽派。此外美国两党对经济刺激方案的分歧仍未消除，基本面难以形成合力，短期

金银价格上行动力减弱，美元指数波动将成为主导因素。 

技术面上，国际金价的短周期均线在 1950 美元/盎司附近走平，投机持仓多头有所下

降，资金流入规模减少，预计未来两个月黄金仍将在 1900-2000 美元/盎司的区间震荡，对

于国内金价为 415-437 元/克。交易上，建议在短周期上参考布林通道或 RSI 等技术指标进

行波段操作，或卖出深度虚值黄金看涨期权赚取时间价值 

白银方面，其相对更低的交易成本和高杠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资金的博弈下白银波

动将会更大，预计国内银价将在 5700-6500 元/千克之间宽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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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期货研究所 
公司研究所具有一批资深优秀的产业服务、策略实战经验的优秀分析师，具有齐全的期

货投询、金属能化农林产业研究、宏观研究、衍生品及专一品种等一体化研究职能。 

研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中国资本市场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投资方案及各类型市场的研究

报告，通过对市场进行深度挖掘，提示投资机会和市场风险，完成对资本市场现象、规律的

研究探索，为辖区乃至全国的实体经营和机构运作保驾护航。 

研究范围涉及目前所有商品期货以及金融衍生品；我们推崇产业链的研究；我们看重数

量分析法；我们提倡研究的独立性，鼓励分析师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保持清醒，保持市场观

点的一致顺延。 

我们将积极依托股东单位—越秀金控在宏观经济、产业领域的高端研究资源优势，以

“宏观、产业和行情策略分析”为主要核心，大力推进研究市场化和标准化运作，逐步完善

研究产品体系，打造具有特色品牌影响力的现代产业与金融行业的资深研究所。 

核心理念：研究创造价值，深入带来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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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 农产品研究 金属研究 能源化工 

020-22139824 020-22139813 020-22139817 020-23382623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1007-1012房  邮编：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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