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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市场更新
出现重返牛市迹象
贵金属板块的心理似乎出现了具有决定意义
的变化。在过去的一月中，黄金、白银和钯
金都同时获得了不错的收益，我们把这视作
看涨力量扩大的迹象。尽管市场的注意力仍
放在避险以及货币相关的行为上，第四季度
股价的崩盘似乎引发了投资资本一轮向着黄
金、白银和铂金的循环，以及更重要的朝着
经典避风港属性的回归。

已知黄金ETF持仓—每周
百万盎司

历史上对金属避风港属性的兴趣，一开始总
是典型的循环形态，但也可能过渡后涌向安
全资产资产，这反过来又带动价格飞涨。不
过，因为金属长期缺乏投资热度，外加所有
市场的全球化，哪怕轻微的资产配置变化也
可能引发显著的上行活动。
十月初至十二月底之间，黄金投资的需求走
强初现端倪，衍生品总持仓量新流入近300万
盎司，持仓总量达到5,500万盎司。但对白银
牛市而言，不幸的是白银衍生品总量仍持续
遭受侵蚀，相较于2017年7月创下的6.51亿盎
司的记录，至十二月底这一数字仅达到6.17
亿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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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2018年底黄金和白银将取得令
人瞩目的收益，从而实现有利的年度基金
再平衡配置。仅十二月中，2月黄金的价格
便上涨了近5%。金价八月至十二期间也上
扬9.5%。再对比十二月股价下跌16.4%的
表现，投资者何去何从应当一目了然！

已知铂金ETF持仓—每周
百万盎司

很显然，因为美元十二月加息将终止美联
储当前紧缩周期的观点，各大市场也有所
获益。一些经济预测称2019年将出现衰
退，不少分析人士预测美联储或将被迫降
息。因此，随着美元从2018年中期的低
点，因为对2019年出现三次“点图”加息
的预期，已经涨幅已超过7%，美元的看涨
情绪或许已经过了顶点，而贵金属在未来
数月中可能将得到货币市场的持续支撑。
2018年大部分时间里，黄金与美元的步调
基本是正好相反，美元如果下行趋势，则
金价可能会迅速恢复到美国对中国商品征
收额外关税前的水平。通过直线反转，美
元若回到夏末低点，则相当于金价上涨至
1,325美元。
从技术角度看，在直面外部市场的不利动
作下，十二月金市的收益仍较为可观，表
明市场机制已发生了变化。当然，自八月
份金价暴跌至1,175美元以下后，金市就一
直保持着上升趋势；而十一月后，市场的
强势是因为缺乏替代品，这也给看涨形势
增添了可信度。近期也出现了长期看涨的
技术信号：二月黄金期货合约自五月中旬
以来首度攀升至200日均线以上。

2019年二月芝商所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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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交易者持仓报告——期货和期权
非商业和非报告合并净头寸合约数

尽管十二月的反弹已经开始扩大投机和基金净多头头寸，然而在
非商业与非报告合并净多头头寸爬回25万手前，金市仍不会被认
定为超买。至十二月底，现有头寸约为此水平的一半。银市的投
机和基金净多头约为4.5万手，在净多头升至7.5万手前，银市不算
作超买。
技术和基本面条件似乎都在朝着利好的方面发展，这可以算是许久
以来的首次持续且显著的变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贵金属市场将
继续观察美元的走势，以寻找下行趋势的迹象；同时也需要关注投
资周期转向金属的证据，例如金银价格十二月上涨可能还会延续。

建议交易策略：
1）以14.97美元买入3月白银。目标价位为15.99美元，价格跌至
14.70美元时止损平仓。
2）以1,247美元买入2月黄金。目标价位为1,325美元，价格跌至
1,230美元时止损平仓。
3）买入5月白银16.25美元看涨，卖出5月白银17.25美元看涨，净
成本0.20美元。此价差目标价为0.70美元，止损点为0.08美元。

免责声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来源截至公布日期被认为可靠和准确，但未经独立验证，我们不保证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观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本报告不应解释为请求参与任何涉及购买或出售期货合约和/或商品期权而产生的交易。交易期货合约或商品期权的损失风险巨大，
投资者应根据其财务状况仔细考虑相关投资的内在风险。未经The Hightower Report的明确书面同意，严格禁止任何复制或传输本报
告。违反者将被处以每次15,000美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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