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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金价巨幅震荡引发了投资者
密切关注。伦敦金银市场数据显示，8月6日
金价达到2067.15美元/盎司的高点，较年初
增长了35.36%。随后国际金价快速下跌，至
8 月 11 日下降至 1935.65 美元/盎司，跌幅高
达6.36%，为7年来最大跌幅。

分析认为，短期金价大幅下跌受到多方
面因素综合影响。一是俄罗斯宣布注册世界
首款新冠病毒疫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市场因疫情产生的紧张情绪和对黄金的避险
需求。二是美国7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创一
年半以来最大升幅，美国政府也在寻求新一
轮经济刺激计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元
形成了支撑、对金价形成了压力。三是美国
政府降低资本利得税提议和宏观数据综合支
撑了美国国内资产价格，尤其是美国国债收
益率创6月份以来最大升幅，降低了投资者
对于黄金的投资意愿。此外，投资者逢高抛
售后的“羊群效应”也是造成金价加速下跌的
原因之一。

然而，即使考虑到近期价格快速下跌，黄
金依然在 2020 年上半年表现十分出色。世
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
格在今年上半年上涨了 16.8%，大幅跑赢了

同期全球所有其他主要资产。
事实上，在过去数年中，黄金在整体上

一直呈现出积极走势，全球疫情进一步凸
显了黄金作为风险对冲资产的特点，提升
了投资者对于黄金的配置需要。黄金价格
快速上行主要受到如下因素的支撑。

首先，疫情给宏观经济带来了不确定
性。虽然当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取得了重
大成果，但多数国家疫情远未结束，全球经
济快速复苏的概率大幅下降。投资者被迫
迎接更为漫长和曲折的经济复苏之路。不
确定性进一步提升了投资者对冲风险资产
配置的需求，也成为提升金价的重要支撑
之一。

其次，资金成本较低和货币环境宽
松。各主要经济体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不
断降低基准利率并配合采取量化宽松和
非传统金融政策。虽然大量的流动性注
入至今并未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迹象，但
投资者对未来通胀高企和货币贬值的担忧

不断加剧，进一步推升了其对黄金保值属性
的认可。

不容忽视的是，担心未来出现新一轮危
机是投资者不断增持黄金的又一重要原因。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市场
长期利率过低的态势会不断加剧结构性扭
曲，导致经济存在“脱实向虚”趋势。全球主
要股市单边向上态势能够走多远？疫情之下
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相悖态势能够持续
多长时间？这些问题都成为悬在投资者头上
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下一轮资本市场回
调甚至金融危机将更为剧烈的预期之下，黄
金的风险对冲属性成为越来越多长期投资者
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

因此，今年以来在流动性充裕和避险情
绪综合推动下，全球投资者对黄金的资产配
置需求不断上升。贝莱德旗下安硕黄金ETF
数据显示，截至8月11日，其黄金持有量已经
达到499.76吨。从年初至今，该ETF回报率
已经达到28.78%。

此外，从供需层面来看，世界黄金协会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黄金市场消费需求
为2076吨，较2019年同期下降6%。其中，全
球金饰品需求骤降46%。与此同时，全球黄
金投资总需求却同比上涨了90%。然而，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了黄金市场供应链中
断。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
球黄金总体供应量同比下降 6%至 2192 吨。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黄金市场消费需求下
降对金价造成的压力。

展望后市，国际投资者认为黄金市场后
续将高度依赖经济复苏路径。世界黄金协会
认为，市场对全球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恢
复的预期正从快速V形反弹转变为缓慢U形
反弹，甚至可能因为疫情反复而遭受多次冲
击。在此预期下，疫情可能会对资产配置产
生持续性影响，也将继续强化黄金作为战略
资产的作用。高风险、低机会成本和积极的
价格势能将共同支撑黄金投资，并抵消经济
收缩引发的黄金消费疲软。

花旗认为，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相
对较低的利率环境、创纪录的ETF资金流入
和投资者不断增加黄金资产配置都将进一步
推升黄金价格。流动性充裕和低利率在提振
风险资产偏好的同时，也将提振黄金价格。
因此，花旗预测认为，基准场景下以美元计价
的现货黄金价格将在未来6个月至9个月内
维持上行趋势。

全球黄金市场加剧震荡
□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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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服装出口国
家，服装业是孟加拉国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之
一，吸纳了该国数百万就业者，其中大部分为
女性。

孟加拉国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孟上财年（2019年7月
份至 2020 年 6 月份）经济增速为 5．24％，低
于前一财年的8．15％。数据显示，上财年，
孟加拉国人均收入首次突破2000美元，从前
一财年的1909美元升至2064美元。

孟总理哈西娜此前表示，孟政府为应对
疫情推出的刺激政策总额已达1．03万亿塔
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

孟加拉国政府4月下旬开始逐步放松管
控，陆续允许工厂和商店在遵守相关防疫要
求的前提下复工复产和开门营业。孟政府近
日宣布，现有防控措施将持续到8月31日。

图为8月12日，工人在孟加拉国达卡市
的一家制衣厂内工作。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赖毅报道：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最新公布的
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今年第二季度俄罗斯GDP跌幅为
8.5%，好于经济发展部萎缩9.6%、俄罗斯央行萎缩9%至
10%的预期。

继第一季度拿到1.6%正增长成绩单后，俄罗斯第二季度
跌幅直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新冠肺炎
疫情隔离措施落地。为防止疫情大规模快速扩散，莫斯科市
自3月底起实行居家隔离措施，居民只能在寻求急救以及生
命健康面临直接威胁、购物购药、倒垃圾等情况下才能离开住
所。4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对不遵守新冠肺炎
疫情隔离规定的个人和企业法人给予处罚，随后俄罗斯各地
区相继出台抗疫隔离措施。俄罗斯从第二季度才真正开始抗
疫“攻坚战”。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指出，除农业外，国民经济各领域
工业增加值增速在“抗疫季度”均出现下降。原料生产行
业（-8.5%）、零售业（-16.6%）、客运行业（-79.0%）以及居
民生活服务业（-37.2%）降幅最大。俄罗斯农业第二季度
增长3.1%。

俄罗斯第二季度GDP

跌幅小于预期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最
新调查，今年日本企业国内设备投资计划额同比下降5.8%，
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首次下降。主要原因是受新冠肺
炎疫情扩大影响，汽车及航空零部件企业投资下降。为迎接
东京奥运会的不动产投资也告一段落。设备投资下降对日本
经济打击沉重。

6月份共调查了1784家大企业和5488家中型企业。其
中，制造业设备投资同比下降5.1%，虽然医疗、物流等行业投
资有所扩大，但多数制造业出现收缩。非制造业设备投资减
少6.2%，除5G网络等通信基站建设有所上升外，批发、零售
及大部分服务业设备投资明显减少。

日本企业设备投资

下降5.8%

孟加拉国服装业

复工复产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总部
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LO）近日发布
新闻简报称，汤加王国代表向国际劳工组织
总干事盖伊·赖德正式递交该国对童工国际
公约的批准书，标志着《关于禁止和立即行动
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已获得该组织
所有187个成员国批准，从而使该公约成为

该组织历史上首次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批
准的一项国际劳工公约。

盖伊·赖德表示，该公约获得普遍批准
意味着全球所有儿童现在都将受到“免受
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法律保护。此举反
映了一项全球承诺，即我们的社会不容忍
对儿童的奴役和剥削，在武装冲突中利用

儿童，以及其他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非法或
危险工作等最恶劣形式的童工现象。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约有1.52亿
儿童从事童工劳动，其中7300万从事危险工
作。70%的童工劳动发生在农业领域，大多
与贫困及父母难以找到体面工作有关。

简报指出，消除童工现象是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到2025年消
除一切形式的童工现象。《关于禁止和立即行
动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获得普遍批
准，显示了国际劳工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意愿，
即确保世界各地每一个儿童都免于最恶劣形
式的童工劳动。

该公约要求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
工现象，包括奴役、强迫劳动和贩运。该公约
还禁止在武装冲突、色情和非法活动中使用
儿童。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发生率在
2000年至2016年期间下降了近40%，但是，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童工人数20年来首
次增加。除非各方立即采取适当行动，否则
全球多年来消除童工劳动的进展有可能
逆转。

国际劳工组织首次全体成员国一致通过公约

禁止和消除最有害童工现象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2日宣布，美
国将对此前加征关税的75亿美元欧盟输美商品清单进行调
整，剔除部分来自希腊和英国的商品，替换为同等贸易价值的
法国和德国商品。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日发表声明说，加征关税税率仍
维持不变，新关税清单将于9月1日正式生效。

根据世贸组织对空客补贴案的裁决结果和正式授权，美
国于去年10月18日正式对75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
税。其中，对欧盟大型民用飞机加征10％的关税，对欧盟农
产品和其他产品加征25％的关税。今年2月14日，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宣布，美方对进口欧盟大型民用飞机的加征关税
由之前的10％上调至15％。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尚未采取
必要行动以遵守世贸组织相关裁决。为此，美国将与欧盟开
启新程序来达成协议，确保美国企业获得公平竞争环境，并纠
正损害美国航空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欧洲已采取行
动全面遵守世贸组织裁决，然而在航空等行业正经历前所未
有的危机之际，美国贸易代表仍决定维持对空客飞机加征关
税。空客公司对此深表遗憾。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由来已久。此前，世贸组织曾先后裁
定，美国和欧盟均存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的问题。

美国调整对欧盟

加征关税商品清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阳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04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3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鹏街86号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2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藤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72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4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2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大石西路66号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2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市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3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5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64号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2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方电气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85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2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2月0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百草路777
号7栋1层7号、8号、9号、19号、20号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14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7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07月0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57号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2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栖霞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7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8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栖霞路1号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0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安靖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78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9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正义路998

号附2号、附3号、附4号、附5号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0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德通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79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6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德通桥121号、
和平路382号、384号、386号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0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东三路支
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80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61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12月2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546号、
548号、550号、552号，588号8栋附107号、附
108号、附109号、附110号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05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大面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79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70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5月0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金枫路
466、468、470号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14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央城邦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4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10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通汇路114号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2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腾讯大厦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5101003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07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219号腾
讯B座1层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2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营门口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51010040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08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泰安里营门口路88
号1层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2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星宸国际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51010046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09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08月0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瑞一路2号、益州
大道中段545-553号（单号）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阳市火车站
街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96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0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11月08日
住所：四川省简阳市火车站街229号、231号、233
号
发证日期：2020年06月2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阳市新星乡
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9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1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12月31日
住所：四川省简阳市新星乡月亮南街17、19
号
发证日期：2020年06月2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双流区
文星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8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49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12月3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长城路
二段375-379号
发证日期：2020年06月2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市蒲阳
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28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76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6月18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蒲阳路 321-327
号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