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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金价创新高后陷入彷徨

买金5年价翻倍，之后咋办

当然，即便有机构提示风险，在

赚钱效应下，黄金依然会成为投资者

关注的焦点资产。

“我之前听朋友建议，买了7万

元纸黄金，现在赚了7000多。”31

日，在济南一家私企上班的李凤鸣对

经济导报记者说道，这一投资收益比

银行理财高出不少，目前她还没有套

现，期待下半年甚至明年金价还能有

继续上涨。

不过，李凤鸣也坦言，目前投

资黄金渠道仍然较少。“我之前打

听过，投资黄金风险低的就是银行

纸黄金、与黄金价格挂钩的基金产

品，这两种没有加杠杆；如果参与

银行的黄金T+D业务、黄金期货业

务，杠杆就高了，而且如果资金有

限，一天金价的波动很可能就让你

爆仓，所以需要专业人士天天盯着

才行。”

与之相比，目前A股投资品种更

为丰富，既可以选择个股，也可以购

买挂钩指数、挂钩行业的基金。

“不加杠杆的情况下，你买一只

股票基金，今年的收益应该也远高于

投资黄金。”李凤鸣称，她的同事今

年在一只基金上的收益已经达到了

40%。“黄金等了6、7年才回暖，A

股也是同样时间，但两者带来的投资

回报还是差了不少。”

就此，有从事黄金投资的人士对

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考虑到专业黄金

投资领域，加杠杆风险太大，A股近

期表现又不错，黄金市场不会吸引太

多资金进场。部分人士建议，黄金市

场需要能够为普通投资者量身定做相

关产品，降低风险、提升金价上涨带

来的收益，否则黄金的“牛市”还要

等一阵。

“我小外孙要过生日，想给他买个

黄金的饰品，没想到才一年时间，就涨

了这么多。”30日，在济南银座商城玉

函店选购金饰的张华对经济导报记者说

道，去年她印象中足金饰品的价格还在

每克350多元的价位，现在已经到550元

左右了，差不多涨了6成。

金价的升值让张华有了意外惊喜。

据了解，她是一位大学老师，已

经退休、生活无忧，就是有喜欢购物

的习惯。“以前经常买衣服和包，后

来自己也觉得买的多了挺浪费的，就

听了女儿给我的建议，买一些金饰

品。从2015年开始买到现在，没想到

还真能升值。”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2015年时

黄金的价格还在低位，国际金价一度

跌至了1060/盎司的价位，而随着市

场的回暖，如今国际金价已近接近

翻番。

不过，张华表示，自己之前买的金

饰不会售卖变现，因为她认为黄金仍有

升值空间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虽然是工作

日，但来到金店看金饰的人并不少，有

销售人员表示，金价的上涨带来了不少

回头客，毕竟现在买来还能持续升值

的商品并不多，送人、自己收藏都更

有意义。

比黄金销售更受关注的，还有黄

金投资。31日，一位期货公司业务人

员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前来咨询黄

金期货如何开户的人，多了不少，

“现在不少交易APP都能线上开户，

不过期货市场都是加杠杆操作，黄金期

货起步资金额就很大，一定是要有投资

经验、抗风险能力强的投资者才能参与

其中。”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自从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国际金价

身上就像加装了振动器，大幅波动愈发

频繁。

北京时间7月30日，纽交所黄金主

力合约期货价格触及1965美元/盎司的

高位后迅速回落，一度跌至1930美元/

盎司，日内振幅接近2%；而在之前的

28日，该品种价格更是从1975美元高

位速降至1900美元附近，日内振幅接

近4%。

不过，黄金这种过山车的行情，并

没有吓退进场者。经济导报记者近日采

访注意到，无论是黄金首饰的售卖，还

是黄金的投资咨询，较之前都明显升温

了不少。

当然，摆在进场者面前的问题，和

之前其实并没有区别——— 金价还能上涨

吗，还有，怎么才能投资黄金？

投资渠道有限

投资黄金
抗风险能力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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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歧加大

然而，随着进场情绪升温，国际

金价的走势却进入纠结期。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自本月24

日国际金价冲上1900美元/盎司的关

口后，一度出现多日的大幅波动，其

中28日一天市场振幅就接近4%。

虽然4%的振幅放在A股市场并

不高，但是考虑到参与黄金期货交

易的资金，多是加了10倍杠杆，意味

着这些投资账户单日资金振幅就可能

达到40%。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金价后市的

预期，各方机构的分歧也是非常大。

比如，中信建投大类资产配置与

基金研究团队首席分析师丁鲁明认

为，在美国疫情波折下，美联储持续

出台刺激措施，叠加即将到来的大选

的不确定性，短期黄金受到流动性支

撑。但是目前黄金已处于超买区间，

且美元可能在关键技术位获得支撑，

未来会压制黄金的上行空间。

而华泰期货贵金属研究员师橙

认为，目前贵金属板块的回调应属

大涨后的正常调整，支持贵金属持

续走强的因素并无根本性变化。

“全球范围内低利率以及超宽松货

币政策在新冠疫情影响仍未明显淡

去的情况下将会大概率延续，这本

身便为贵金属价格的走强创造了相

对良好的条件。”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则指

出，从黄金和其他资产(如现金、债

券)的比价来看，黄金的“性价比”

距离历史高点仍有较大差距。金价可

能尚未完全反映本轮全球央行大放水

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从价格预期看，目

前给出金价未来价位预测的，均为看

涨机构，而提示风险的机构中，并没

标明金价会回落至何种水平。

如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

室预测，下半年金价有望升至2000美

元/盎司。中信证券更乐观，明年黄

金目标价最高看涨至为2 5 0 0美元/

盎司。

热热点点··广广告告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

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

天职。中行山东省分行认真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疫情防控和支持企

业稳定发展两手抓、两手

硬，发挥自身优势，创新金

融服务，积极将金融“活

水”注入企业，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精

准施策信贷纾困

该行持续创新、探索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新模式，积

极推广以“科贷通宝”“人

才贷”“政银保”“鲁贸

贷”“信财银保”等与政府

增信机制、风险补偿机制联

动产品，在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荣成某新能源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与中

行威海分行保持了良好的

业 务 合 作 关 系 ， 疫 情 期

间，企业经营遇到一定的

资金困难，为支持企业平

稳度过疫情冲击期，中行

威海分行借助“信财银保”

企业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以

信保基金为增信手段，为

企业发放 5 0 0 万元信用贷

款，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

题，积极帮助小微企业渡

过难关。

拓展线上融资渠道，提

升金融服务质效

该行坚持科技引领，

推 出 线 上 融 资 “ 中 银 税

贷”产品，采用纯信用方

式，为破解无抵押担保的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开

辟了新路。

中行烟台莱阳支行在走

访客户过程中了解到某化工

有限公司存在资金需求，但

无有效的抵押担保措施。结

合企业完整的纳税情况，该

行向其推荐“中银税贷”产

品，仅用3个工作日即发放

200万元贷款，为客户送上

了资金“及时雨”，用行动

彰显了中行速度。

搭建云上撮合平台，助

力中小企业渡难关

跨境金融是中国银行的

“看家本领”“转型重点”

和“发展引擎”，该行积极

发挥业务全球化的独特优

势，为中外企业搭建远程视

频撮合平台，以“屏对屏”

的云上对接模式，开展“稳

外贸”跨境撮合活动，帮助

山东省企业保订单、保市

场、渡难关。

莱州市某妆品商行是一

家以化妆品、洗涤品销售为

主的贸易公司，下游客户为

青岛、威海等大型商超，国

外客户较少。借助中行云上

撮合平台，企业与海外两家

客户进行洽谈并达成意向合

作，成功拓展海外订单。企

业销售端负责人刘女士感

言：“足不出‘鲁’，就可

以和来自澳大利亚、日本的

海外客户进行零距离、无

障 碍 、 全 方 位 的 自 由 洽

谈。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

今天，中国银行跨境撮合

搭建的平台带来了更多商

机，感谢中国银行的精心安

排和大力支持。”

（臧波）

中行山东省分行聚焦“六稳”“六保”精准服务
<<上接1版

目前，在济南汉峪片区旅游路以南、

凤凰南路两侧，已聚集了多个高端住宅

项目，包括舜山府、济南院子、保利和光

山语，此外，金科博翠山项目也已进行

了规划公示，不过将军烟草的土地一直

未入市。

就在今年5月底，将军名郡100%股权及

5 . 9 9亿元债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

让，转让底价约6 . 05亿元，转让方为山东

将军三名置业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

批准了此次股权转让。

资料显示，将军名郡成立于2017年8

月，注册资本490万元。该公司2019年度审

计报告数据显示，营业收入为0 . 06万元，

营业利润-121 . 64万元。今年以来截至4月30

日的财务报表显示，其营业收入为0，营业

利润-13 . 09万元，资产总计5 . 98亿元，负债

总计5 . 97亿元，所有者权益107 . 6万元。

上述挂牌信息披露，将军名郡于2019

年10月23日及2019年12月21日收到济南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闲置土地调查通

知书》。因土地闲置问题产生的风险与损

失由受让方承担。

挂牌信息还提到，在标的企业名称变

更登记后，标的企业的名称及在内部办公

系统、外部建筑环境、对外宣传推广和各

项生产经营活动等领域均不得再使用“将

军”“三名”等相关字号。

如今，山东金象泰置业把将军名郡

100%股权收入囊中，将军烟草当时在汉峪

摘得的上述两宗土地也随之被转让。山东

金象泰置业是烟建旗下的地产平台，经济

导报记者注意到，其在官网称，“该项目

的成功获取，是金象泰置业践行集团走出

去战略的重要一步。”

目前，部分地市房企“走出去”信心

满满，不过尽管如此，也有业内人士对经

济导报记者分析说，“一些地市房企目前

经营情况较好，主要得益于其在区域内的

独特优势，而离开地市去区域外发展，竞

争对手变成了国内大型房企，这些地市房

企究竟能否保持良好的经营，走出去的情

况如何，还要交给市场观察。”

山东地市房企“走出去”

随着进场情绪升温，国际金价的走势却进入纠结期。自本月24日国际

金价冲上1900美元/盎司的关口后，一度出现多日的大幅波动，对于金价后

市的预期，各方机构的分歧也是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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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大幅上涨后调整风险加剧，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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