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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本周国际金价一路下行，击穿每盎
司1850美元关键支撑后，现货黄金24
日晚间失守1800美元大关，为今年7月
17日以来首次。

11月27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纷纷发
布公告称，暂停个人账户贵金属新客户
开立交易账户。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均提及了近
期的市场风险，即：受全球疫情及国
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国际国内贵金
属价格持续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市场
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各家银
行暂停的贵金属业务主要聚焦于新
客户开户。

分析人士认为，金价未来进一步下
跌的风险仍存，驱动因素包括疫苗研发
的积极进展，使得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继续下降，叠加美债大规模发行导致美
债收益率反弹等。

走势
盘中一度创4个月以来新低

不平凡的 2020 年，黄金市场上演
了跌宕起伏的剧情：

年初，国际金价以每盎司 1517.18
美元开盘，3月起不断上行，进入7月后
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当月涨幅就超过了
10%。8月7日伦敦现货黄金的价格达
到每盎司 2075 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自 8 月中旬起黄金经历数次大
跌，国际金价重回 1800 美元，仅 11 月
24 日一日现货黄金就重挫 2%。11 月
25 日，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
合约报价约 1807.06 美元/盎司，盘中
一 度 创 下 过 去 4 个 月 以 来 最 低 点
1797.1美元/盎司。

短短数月间，价格暴涨又暴跌，黄
金怎么了？

从地缘冲突到美元走势，从通货膨

胀到逢年过节，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包
罗万象，就像“万花筒”一样，在不同时
期的背景下，主导因素不同而已。

今年最大的背景就是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超预期蔓延，全球经济深陷低
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投资者避险情
绪高涨，推动金价上行。

而后期伴随新冠疫苗研发不断推
进，投资者因为疫情产生的避险情绪有
所消散，加上美国大选前景逐步明朗，
压制金价的力量开始占据了上风。

未来
短期走势取决于疫情发展

金价未来怎么走？多头、空头已经
理性地“吵”起来了——有分析认为黄
金牛市思维需要改变；也有观点认为黄
金短线跌幅过大，反弹一触即发。

在中金珠宝产品及交易风控部
总经理李思佳看来，金价短期走势还
是取决于疫情发展，而中长期则更多

取决于疫情对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即
黄金是否存在持续的保值需求。

她认为，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
响是深远的，加上前期一些国家央行采
取量化宽松政策，引起全球货币超发，
黄金中长期保值需求较为稳定，存在一
定的中长期上涨基础。

我国是世界重要的黄金消费国，国
内民众对实物黄金较为偏好。受金价
提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共同影响，
第三季度国内黄金市场持续回暖，投资
需求显著上升。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三季度国内金条、金币销量
环比大增66.73%。

“‘五一’以后，我们店内的客流
量已经逐步恢复到往年水平。”中金
珠宝北京旗舰店店长叶彬告诉记者，
目前牛年贺岁金条、金钞等产品成为
销售亮点，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古法
金以及 3D 硬金、5G 黄金等更时尚更
轻盈的新型金饰产品，也获得了消费
者的青睐。

11月27日上午，A股三大指数盘
中震荡，临近午盘跳水；午后市场氛围
转暖。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408.31
点，上涨1.14%；深成指报13690.88点，
涨 0.67%；创业板指报 2618.99 点，涨
0.37%。

在业内人士看来，成交量需要继续
放大，目前的量能不够突破箱体新高，
还需要继续耐心等待。

11月大牛股看这三只

距离11月收官还有不到两个交易
日，哪些股票在本月表现突出？

以11月26日的收盘数据来看，小
康股份在 11 月的涨幅为 126.03%，更
是在8个交易日中收获7个涨停板。11
月27日上午，小康股份下跌7.22%，总
市值为 232 亿元，半日成交额为 12.56
亿元，换手率为6.8%。

11 月 25 日小康股份公告称，目
前公司新能源汽车板块的营业收入
占比较低，该板块业务尚未实现盈
利，未来受到市场竞争格局和市场

需求的影响，该板块的业绩存在不确
定性。

泰 坦 科 技 月 内 涨 幅 次 之 ，为
84.68%。泰坦科技是 10 月 30 日上市
的科创板新股，该公司是一家提供科研
试剂、特种化学品、科研仪器及耗材和
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化服务的企
业。该公司在11月17日发布公告称，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
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重要信息。

新 安 股 份 在 11 月 的 涨 幅 为
83.7%。新安股份是一家主营作物保
护、有机硅材料的企业。11月4日新安
股份发布公告称，子公司镇江江南新增
15 万吨有机硅单体项目达产，新安股
份有机硅单体总体规模提升至 49 万
吨，占国内总产能的15%左右。

中期震荡向上格局不变

在业内人士看来，市场短期在横盘
整理期，但中期震荡向上格局不变。

招商证券表示，2021 年 A 股市场

流动性可能呈现前高后低的状态。不
同于 2015 年，本轮居民资金入市更多
通过基金投资，使得基金扩张持续时间
更长；银行理财子公司初具规模，积极
布局混合型产品；保险资金目前股票和
基金配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外资增量
规模需要关注扩容或者科创板纳入沪
股通的进度。

山西证券分析师麻文宇认为，短
期内两市或在前期高点附近横盘整
理，未来经济复苏周期主逻辑叠加多
因素正向共振将驱动中枢不断抬升，
市场中期震荡向上格局不变，短期市
场波动率较大，板块轮动迅速，投资者
可关注估值合理区间的优质标的配置
机会。

配置方面，粤开证券建议，创业板
逻辑沿“十四五”规划主线，关注调整
后具备性价比的龙头资产，如景气度
较高、受政策催化的军工、新能源汽
车、半导体板块龙头；顺周期关注安全
边际较高的低估值板块，如家电、家
具、保险等。

综合新华社

暴涨又暴跌，黄金怎么了？
大型商业银行集体紧急暂停贵金属新开账户

8天7板，最高暴涨126%

11月三只大牛股霸榜

“抄底”时机来了？
有分析认为，金价已下跌数百

美元，未来仍有可能大涨，正是“抄
底”的好时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的行情是不是真的“底”呢？

对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研究院副院长林采宜表示，黄金价
格现在不是低位，未来走向取决于
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未来美元指
数会不会继续大幅下行，第二个因
素是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会不会发生
激烈的冲突。

“不过，我个人认为美元指数继
续大幅下行的可能性很小。”林采
宜说，“国际地缘政治发生大面积
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我个
人认为黄金即便是有行情，可能也
是属于交易性机会，而不是趋势性
机会。”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也
预计，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比如
一年左右，黄金价格的总体水平应
该是在相对高位的位置上，出现一
种震荡或盘整，很难再回到2000美
元以上。

宗良指出，如果投资者指望现
在买入黄金赚大钱，难度比较大，但
黄金作为资产组合配置是可以的。

“作为避险资产，虽然现在黄金的地
位下降了，但是近几年又呈现一种
回升的态势。原因是信用货币不讲
信用，这是全球金融发展的一个很
大的问题。有些场合下，量化宽松
几乎是无底线的。这种情况下持有
一部分黄金，对稳定资产组合还是
很有意义的。”他说。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宗欣

投资黄金仍是众多中国百姓的重要资产配置。新华社发

扩大沪深港通股票范围
沪深港交易所达成共识

香港交易所 27 日公告，为进一
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互联互通机制，沪
深港交易所已就同步扩大沪深港通
股票范围的措施安排达成共识，包括
科创板股票纳入沪深港通标的范围
的安排；在港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纳
入港股通标的范围的安排。

港交所介绍，此前，沪深港三所
就科创板A+H股上市公司股票纳入
沪深港通股票范围安排达成共识。
近日，沪深港交易所进一步协商决
定，科创板公司股票属于上证 180、
上证380指数成分股或A+H股公司
A股的，该股票将根据沪港通现有规
定调入沪股通股票范围，其对应的H
股将根据沪深港通现有规定调入港
股通股票范围。

此外，考虑到科创板实施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通过沪股通买卖科创板
股票的投资者拟限于依据香港相关
规则界定的机构专业投资者。相关
规则待两地监管机构批准。

港交所表示，下一步，沪深港交
易所将积极推进相关业务技术准备
工作。预计于2021年初完成市场准
备工作后将上述科创板股票纳入沪
深港通股票范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