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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持续市场动荡
导致黄金越来越受欢迎，投资者纷
纷增加配置，表明这一资产类别将
可能在机构投资组合中崭露头角。 

80%
的中央银行

通过减持现有美元
资产来增持黄金

在选择增持黄金的中央银行中，有 80% 是
通过减少现有美元资产来增加黄金配置，
因他们希望在不牺牲流动性和可兑换性的
前提下分散美元投资。这一趋势在新兴市
场银行中尤为突出。

中央银行特别被黄金可
替代负收益债券的潜
力、与其他央行资产关
联度低以及具有流动性
等特点所吸引。

逐险 避险

对于主权基金而言，由于黄金在
逐险 (risk-on) 情景中的正相关性
以及在避险 (risk-off) 情景中的弱
相关/负相关性，黄金被视为可
以对冲通货膨胀和投资组合尾部
风险的潜在工具。

40%的主权基金
投资者

黄金期货 黄金 ETF

尽管中央银行是投资实物黄金
的主力，但也有 40% 的主权基
金通过期货和黄金 ETF 投资黄
金，这主要是因为交易方便，
这种方式也可能会吸引一些中
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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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未来 12 个月计划的黄金配置变动（答题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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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这些配置可能会有什么变化？您是否计划在未
来 12 个月调整黄金配置？ 

样本大小： 2019 = 34 
2020 = 58 

图 3.2
黄金价格（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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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价格：伦敦价格和纽约期货（价格，重新调整）

交易量（平均十亿美元/天）
14012010080604020 160

美国 1-3 年国库券

德国国债
道琼斯（所有股票）
美国企业债券
英国金边债券
欧元/日元
美国国库券
欧元/英镑

黄金
标准普尔（所有股票）

今年的研究发现，中央银行和
主权基金都对黄金表现出极大
兴趣，考虑到黄金通常被认为
是金本位制时期的传统中央银
行资产，这种现象很有意思。

我们在去年就发现了这一趋势，当
时很多中央银行增持黄金或在今年
有此打算，具体来说，约有五分之
一考虑增持黄金（图 3.1）。不过
在去年的研究中，存储费用被视为
投资黄金一大障碍，尤其是一些中
央银行偏好在自己的保险库中存储 
黄金。 

尽管价格较高，但投资者预计这一
趋势在 2020 年将会持续，新冠肺炎
疫情导致这一资产类别可能会在主
权基金和中央银行的投资组合中扮
演新的角色。今年三月，投资者竞
相增持现金，黄金作为大受欢迎的
流动性资产，价格短暂下跌，但在

几周内快速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重要的是，市场依然保持了相对的
流动性（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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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平均黄金配置（平均 %，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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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指出黄金在贵组织储备投资组合中的百分比。 样本大小：36

图 3.4
银行增持黄金的资金来源（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美元
80%

英镑
50%

欧元
50%

（仅限增持的中央银行）您会使用哪种货币来增持黄金？ 样本大小：10

中央银行：动荡时期让传统
储备资产倍受青睐

2019 年黄金的平均配置增长甚微，
与去年的研究中特定比例受访者的
意向保持一致（图 3.3）。而今年有
类似比例 (18%) 的受访者表示会持续
增持黄金，意味着黄金配置可能会
在长期内持续上涨。

选择增持黄金的中央银行中，有 
80% 是通过减持现有美元资产来增
加黄金配置，远高于通过减持（负
收益率）欧元或英镑来增持黄金者 
 （图 3.4）。这一点很重要，凸显了很
多中央银行面对的两难困境：如何
在不牺牲流动性和可兑换性的前提
下分散美元投资。对于很多中央银
行来说，黄金是一种非常方便的解
决方案。这一趋势在新兴市场的中
央银行中尤为突出，将近 90% 都通
过减持美元来增加黄金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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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黄金的吸引力（答题占比 %，增加配置的黄金投资者）

取代负收益债券

降低投资组合中的货币集中度

与其他金融资产相关性低

高风险调整后收益

抵御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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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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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56%

0%

合计 中央银行 主权基金

（如果增加配置）原因是什么？ 样本大小：36

图 3.5
黄金替代固定收益资产可能性评分（平均评分/10，黄金投资者）

中央银行主权基金

4.17 5.22

您认为黄金替代固定收益投资的可能性有多大？ 样本大小：48

虽然黄金不太可能取代债券而成为
储备投资组合中的主要成分，但是
投资经理们并没有忽视它的作用。
在关于黄金替代固定收益资产可能
性的打分中，他们给出的平均分为 
5.22（总分 10），主权基金给出的
平均分为 4.17（图 3.5）。黄金可以
取代负收益率债券 (48%) 以及与中央
银行其他资产关联度低而具有的多
元性 (44%)，对银行极具吸引力。庞
大稳健的市场结构和较高的交易量
让投资者对黄金的持续流动性充满
信心（图 3.6 和 3.7）。

很大一部分中央银行将黄金储存在
自己的保险库中，由于组织和政治
问题而很少进行交易（根据去年的
观察，出售黄金通常很难不引发政
府或公众的关注）。正如 EMEA 地区
的某银行所说：“我们维持稳定的
黄金资产，因为黄金涉及非常敏感
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想对黄金的
配置做任何调整，需要在银行内部
走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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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使用黄金掉期交易的投资者（答题占比 %，黄金投资者）

主权基金 中央银行

58%50%

您是否使用黄金存款或掉期交易以产生收益或取得保障？ 样本大小：48 

图 3.7
促使投资者相信黄金流动性的因素（答题占比 %，黄金投资者）

全球非金融需求 掉期/期货市场 交易量 市场结构 信心有限

46% 50%
61% 61%

7%
37%

46%
57%

63%

3%

73%
64%

73%

55%

18%

合计 中央银行 主权基金

哪些因素让您相信黄金的流动性？ 样本大小：46

黄金掉期交易让一些中央银行可以用黄金换取
短期流动性，同时赚取收益。拉美地区的某中
央银行称：“关于我们面临的流动性难题，黄
金掉期交易为我们提供了理想解决方案，让我
们既可以获得美元的流动性，赚取收益，又不
用承担过多风险。”采用黄金掉期交易的银行
数量众多（有 58% 的银行，其中发达国家的银
行占 70%），虽然收益不是很高，但是这样的
掉期交易流动性相对较高，而且利率很可能高
于一些政府债券（图 3.8）。

拉美地区的某中央银行称：“关
于我们面临的流动性难题，黄金
掉期交易为我们提供了理想解决
方案，让我们既可以获得美元的
流动性，赚取收益，又不用承担
过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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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对黄金进行了战略性配置的投资者（答题占比 %，
主权基金）

85%

15%

有目标配置 无目标配置

您的战略性资产配置是否包含黄金？ 样本大小：55

图 3.10
黄金交易量

资料来源：https://www.gold.org/goldhub/data/trading-volumes，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量（平均十亿美元/天）
14012010080604020 160

主权基金：黄金一向是具吸引力的资产类
别，可产生不相关的回报

中央银行通常用现有资产来置换黄金，然而主权基金并
非如此。对于许多主权基金来说，配置黄金通常意味着
需要增强投资能力，并有可能增加投资组合的复杂性。

约 15% 的主权基金已对黄金进行了战略配置，而其中略
超过五分之一打算更进一步增持黄金。这表明黄金不再
只被当作传统的储备资产，而且开始在机构投资组合中
占有一席之地（图 3.9）。 

对于主权基金而言，黄金是一种可以对冲通货膨胀和尾
部风险的有效工具，同时黄金在逐险 (risk-on) 情景中表
现出正相关性，而在避险 (risk-off) 情景中表现出弱相关/ 
负相关性。另外，黄金是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产，
除了保障未来投资外，全球范围内对黄金还存在着巨大
的非金融需求（首饰、技术等）。金价同时受到正反周
期性因素的影响，这使其成为了危机时期可靠的保值 
工具。

黄金本身的高流动性（基于估算的平均日交易量）对主权
基金来说尤其富有吸引力。据估计，黄金交易量大致与
标普 500 证券持平，接近 1-3 年期国库券（图 3.10）。 
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危机时期黄金在保持流动性方面的
作用。随着 2008 年末流动性的衰竭，黄金隔夜融资利
率（支付给出借黄金一方的利率）跌至机构回购利率、
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隔夜一般抵押品回购利率以
下，使得通过黄金掉期获取现金比通常渠道更加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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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黄金投资模式（答题占比 %，黄金投资者）

实物黄金（国内）

实物黄金（中央银行储备）

实物黄金（其他）

实物黄金 ETF

黄金掉期

黄金期货

4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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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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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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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40%

40%

合计 中央银行 主权基金

您采用以下哪种方法投资黄金？ 样本大小：44

主权基金在投资黄金时有多种选
择，反映了这一资产类别的发展。
虽然一些主权基金还在使用实物黄
金，但大部分倾向于采用更灵活的
配置方式。例如，40%  的主权基金
黄金投资者采用期货,受访者表示通
过纯熟的交易，这种方式可以获得
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收益。 

同时有 40%  的主权基金投资者通
过黄金 ETF 来投资黄金，这主要是
因为这种交易方式较为轻松，无需
承担期货的交割或融资风险。近年
来，这些工具的应用量大幅增长，
仅过去一年就增长了 80%，这是因
为其实体支持物相对较高的流动性
不太可能出现定价误差，不过新冠
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的确干扰
了一些实物黄金的交割。 

利用 ETF 投资信贷和股票的中央银
行可能也会考虑投资黄金 ETF（图 
3.11）。某中央银行评论说：“实
物黄金无法满足我们对资产流动性
的需求，也不能确保政府能够始终
履行偿债义务，因此实物资产的交
易成本较高。因此，我们可能会考
虑使用 ETF。”对于希望在不大量增
加国内持有量或愿承担黄金银行信
贷风险等情况下来提高黄金敞口的
银行而言，ETF 很可能更有吸引力。
而且，考虑到买卖实物黄金可能面
临的政治挑战，ETF 应可提供一种更
具政治更可接受性的方式，来达成
对黄金的战术性投资。

上述替代投资模式的发展、和整体
市场的增长，可能会引发投资者对
黄金的持续增持。在目前尚未配置
黄金的投资者中，超过四分之一的
银行和五分之一的主权基金正考虑
在投资组合中加入黄金，表明过去
一直处于沉寂中的这一资产类别正
变得日益重要。

1  https://www.gold.org/goldhub/data/global-gold-backed-etf-holdings-and-
flows?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rwm-etf-flows-
apr-20&utm_content=434584315400&utm_term=%2Bgold%20%2Band%20
clid=EAIaIQobChMIl cSmgL6r6QIVB7DtCh0fKQGIEAAYASAAEgJll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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