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价创下8 年多来新高
是否还有投资机会？

前期涨势“落后”后，
人民币金价正逐渐赶上国际
市场。“五一”小长假后的
首个交易周，上海黄金期货
价格创下 8 年多来的新高。

作为全球市场公认的避
险投资品，新冠肺炎疫情在
海内外扩散，黄金的避险
“光芒”再现，今年以来国
内国际金价涨幅均在 10%
以上。随着越来越多海外经
济体解除限制开始重启经济
活动，黄金是否还值得投资？

国内金价年内

涨幅超 10%
“五一”小长假后首个

交易周，国内黄金价格再次
走高。数据显示，到 8 日
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
期货收报每克 383 . 38 元，
创下 2011 年 9 月以来的新
高，但海外市场相对稳定，
纽约市场金价继续徘徊在每
盎司 1700 美元上方。

今年的黄金市场，虽不
像石油市场那样让人大跌眼
镜，但其走势的曲折和地区
间差异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疫情的环境下，市
场普遍认为金价应该上涨，
但到目前金价整体还是呈现
出‘ N' 形的走势。”黄金
市场专家王超表示，今年以
来支撑黄金价格的因素很
多，在疫情暴发前，国际国
内的黄金价格就已上涨；新
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扩散后，
避险需求继续推升金价，但
其间市场恐慌带来的美国股
市熔断等金融市场的动荡，
让金市一度大幅回调。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
国际市场纽约、伦敦两地金
价涨幅都在 12% 左右，而
国内市场期货、现货黄金价
格涨幅均超 10% ，在主要
资产中表现抢眼。

作为重要黄金消费国，
今年国内投资者也罕见获得
比国际市场便宜购金的机
会。“ 4 月份国内金价相
对伦敦市场一度每克低近
20 元，比纽约市场则低更
多，而以往国内市场价格常
常每克要高于国际市场 2
元到 3 元。”山东黄金首
席分析师姬明表示。

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
示，“五一”节后国内市场
的“补涨”，国内金价较国
际金价的折价幅度已有所收
窄，但每克仍低于国际市场
4 元左右。

金价不确定性

仍然存在
随着复工复产推动消费

的复苏，国内实物黄金的消
费也逐渐改善。中国黄金一
位售货员告诉记者，“五
一”小长假前后，购买金条

金饰的消费者明显增加，但
前期一些投资者趁高价进行
赎回的现象也在持续。

“很多分析都看好黄
金，金价也在涨，但对于每
年都要购买的人来说，当前
价格处于高位也是不争的事
实。”上海白领韩小姐的观
望代表不少投资者的心态。

但投资者的热情并未受
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国期货
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 1-
4 月，黄金期货的成交量同
比增长 45% ，成交额同比增
长 82% 。同期，上海黄金交
易所成交量也增长近 30% 。

另外，黄金 ETF 的投资
也不示弱。世界黄金协会中
国区研究经理贾舒畅提供的
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黄金
ETF 的持仓增长了约 7 . 6
吨， 4 月份持仓进一步上升
约 1 吨。到一季度末，国内黄
金 ETF 基金的管理规模已达
190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在专家看来，后期金市
的表现仍取决于疫情的进
展。“不排除后期经济数据
恶化引发新一轮市场恐慌，
但金价上涨后，投资者也要
防止流动性紧张引发金价的
下跌。”金阳矿业首席分析
师蒋舒说。

黄金投资哪家强

万洲金业的分析则认
为，疫情给黄金市场带来的
风险和机会是对等的，疫情
环境下的宽松货币政策预期
推升金价，但全球经济出现
复苏后，黄金的避险功能也
将逐渐消散。

国内市场投资者参与黄
金投资的渠道包括购买实物
金条、纸黄金、 ETF 以及参
与期货的交易。在专家看
来，面对大幅跑赢其他资产
的黄金投资，找到合适的投
资方式才是制胜关键。

“买入实物黄金最常
见，购买较便捷，但存放和
赎回并不容易。”王超表
示，实物金条需要投资者自
己保管，后期一旦需变现，
赎回也面临较高的手续费。

相对而言，证券化的投
资越来越成为年轻一代投资
者的选择。“纸黄金、 ETF
基金都不需要自己持有黄
金，同样能获得黄金市场上
涨带来的收益。”韩小姐表示。

“选对投资方式，关键
还是明确投资目的。”蒋舒
指出，对短线投资而言，购
买实物金未必合适，波动更
大的期货等渠道或许更适合
选择，但风险也更大。

投资黄金，黄金的作用
要进一步明确。“仅从短期
走势来分析和判断黄金的作
用是片面的，黄金是更适合
长期持有的一种资产。”世
界黄金协会中国区董事总经
理王立新说。 据新华社

世界红十字日 母亲节 国际护士节

体彩与这三个“节”“日”有关

购物中奖两不误 快乐好运天天来

桂林市又好又多超市可以购买
福利彩票啦！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红十字事业

5 月 8 日是世界红十字日，这是红十字组织
和红十字志愿者的节日，也是传播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的重要节日。

据财政部 2019 年 9 月初发布的第 82 号公告
显示， 2018 年共有 4 . 53 亿元中央彩票公益金用
于红十字事业。该项目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实
施，主要用于贫困大病儿童救助、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红十字会人道救助救援、红十字生
命健康安全教育、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人体器官捐
献等项目。 2018 年，全国发行销售彩票 5114 亿
元。其中，体育彩票发行 2869 亿元，筹集公益金
670 亿元，体彩公益金是中央彩票公益金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中、重度失能老人的救助，是近年来
彩票公益金新增加的使用项目。除了为中、重度失
能老人提供护理补贴外，彩票公益金还为养老护理
员培训提供支持，培养了一批批专业程度高的护理
人员，更好地为失能老人提供服务。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关注贫困母亲

每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我国的母亲节。
彩票公益金以及中国体育彩票长年关注贫困母亲，
为“两癌”（乳腺癌和宫颈癌）母亲提供救助金，
为生活困难的母亲提供帮扶。

再来看财政部 2019 年发布的第 82 号公告，
其中 2018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的
第 13 条显示，用于“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
3 . 06 亿元。该项目由全国妇联委托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组织实施，主要用于救助患有乳腺癌和宫颈
癌的农村贫困妇女”。为了解决贫困患病农村妇女
救治困难，全国妇联设立了“贫困母亲‘两癌’救
助专项基金”，财政部每年从中央彩票公益金中拨
付款项，为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患病妇女给予每人
1 万元的救助，赢得广大农村妇女的衷心拥护，成
为服务妇女民生、促进妇女健康的民心工程。
2019 年 1 月，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举行了全国妇
联“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资金发放仪式，共向 49 位“两癌”贫困母亲发放
救助金。其中，精准扶贫对象 35 人，一般贫困对
象 14 人，每人发放救助资金 1 万元，共计 49 万
元。除了发放救助金，彩票公益金还对“两癌”
免费筛查、女性健康讲座等给予支持。

各地体彩机构关爱医护人员

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节，是为纪念现代护理
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于 1912 年设立
的节日。其基本宗旨是倡导、继承、弘扬南丁格
尔不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
人道主义精神。

每年的护士节期间，各地体彩都会开展慰问
活动，为医护人员送去关爱。 2019 年，湖南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体彩分中心为 8 家医院的上千
名医护人员送去节日的祝福和慰问品。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 4 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
北。近日，浙江省体彩中心推出为援鄂医护人员
“点亮心愿”的活动，为浙江援鄂的部分医护人
员实现心愿。其中，援鄂 45 天的湖州市南浔区人
民医院护士陈晓亚刚刚完成了她的心愿——— 隐居
一周。陈晓亚在 45 天的时间里先后转战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和武汉金银潭医院的两个重症病区，经
手护理的患者超过 100 人。她在一周“隐居”的
时间内，整理出了 35 篇援鄂日记。体育彩票对于
医护人员的关爱，在社会上弘扬了救死扶伤的正
能量，同时呼吁更多人关爱救助我们生命、守护
我们健康的医护人员。 据中国体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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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从广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桂北管理
处了解到：为合理地利用社会资源，更加方便桂林市
民购买福利彩票和兑付奖金，广西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通过渠道合作商与桂林市又好又多连锁超市有限
公司建立合作共赢关系，开展销售福利彩票和兑奖
业务。即日起，桂林市民将能在又好又多连锁超市布
设的便携销售设备上自主购买福利彩票及兑奖。

据悉，目前正在桂林市又好又多连锁超市旗下

的七星区穿山东路体育店、象山区瓦窑店、秀峰
区丽君路店、叠彩区观音阁店进行第一阶段试运
营，将来会有更多的又好又多连锁店加入销售行
列。通过此次合作，希望桂林广大市民在又好又
多超市愉快购物的同时，既能来一份好运气、中
得大奖，又能奉献一份爱心，为社会筹集更多的福
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和保障事业发展。

小丘 文/摄

图为又好又多超市内试运
营中的福彩便携销售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