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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动态 

7 月美联储降息进一步明确，

但市场对此已充分消化 

本周，黄金价格上涨，报收 1407.60 美元/盎司，环比周上涨

1.36%。黄金股回调，周跌幅达 4.74%。个股方面，除银泰资源

因半年报业绩大幅增长上涨外，其余均回调。 

黄金价格上涨的最直接催化来源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于 7 月

10 日在国会听证时表示“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似乎又给美

国经济前景带来压力。美联储将采取必要行动支持经济持续增

长。”。这标志着美联储倾向于 7 月就采取预防对冲降息。 

目前市场预期 7 月 31 日降息近乎确定性事件，9 月 18 日降

息也是大概率事件，12 月降息概率也超过 50%。但自 6 月中旬以

来，市场关于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就一直很高，围绕着降息以及 7

月降息 25 个 BP 还是 50 个 BP 预期已被市场充分消化。我们认

为 7 月降息对黄金价格确定性的正面提振已处于尾声，短期黄金

价格或震荡或被新的因素边际主导。 

从 7 月 9 日公布的黄金期货持仓数据来看，黄金市场也从高

点降温。总持仓环比上周下降 21295 手，但仍超过 100 万手，处

于历史上的相对高位。黄金 ETF 持仓环比增加 3.57 吨，也处于

温和阶段。综合持仓数据来看，黄金市场整体仍处于较为火热的

阶段，但短期热度有所下降。 

数字货币方面，Libra 项目负责人大卫马库斯致信美国

参议院，回答了 7 大疑问并披露了更多的信息。Libra 明确

了资产负债表将 100％由银行存款和非常短期的政府证券组

成；并且明确了资产会以美元、欧元和某些其他主要货币计

价。7 月 16 日美国参议会将举行 Libra 的听证会。短期来看，

Libra 和黄金没什么关系，但长期来看无论是 Libra 还是其

潜在对手还是有可能将黄金纳入 Libra 币背后的储备支持。 

从近 2 周的黄金走势来看，市场关于美联储降息已充分消化，

黄金短期有调整的压力，但 1380-1400 美元的强阻力位被突破后，

已成为有力的支撑位，黄金调控空间有限。中长期来看，黄金仍

处于上涨通道，黄金股仍具备很强的配置价值，建议重点关注银

泰资源，紫金矿业和盛达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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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黄金行业周报：5 月非农超

预期，但预防式降息仍是政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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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议，黄金短期有小幅回调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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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黄金行业周报：7 月降息预

期已满，Libra 或将激发黄金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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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涨，但中期仍有预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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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观点 

本周，黄金价格上涨，报收 1407.60 美元/盎司，环比周上涨 1.36%。黄金股回调，周跌幅达 4.74%。个股

方面，除银泰资源因半年报业绩大幅增长上涨外，其余均回调。 

本周黄金价格上涨的最直接催化来源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于 7 月 10 日在国会听证时表示“全球经济增长前

景的担忧，似乎又给美国经济前景带来压力。美联储将采取必要行动支持经济持续增长。”。这标志着美联储倾

向于 7 月就采取预防对冲降息。 

目前市场预期 7 月 31 日降息近乎确定性事件，9 月 18 日降息也是大概率事件，12 月降息概率也超过 50%。

但自 6 月中旬以来，市场关于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就一直很高，围绕着降息以及 7 月降息 25 个 BP 还是 50 个 BP

预期已被市场充分消化。我们认为 7 月降息对黄金价格确定性的正面提振已处于尾声，短期黄金价格或震荡或

被新的因素边际主导。 

从 7 月 9 日公布的黄金期货持仓数据来看，黄金市场也从高点降温。总持仓环比上周下降 21295 手，但仍

超过 100 万手，处于历史上的相对高位。黄金 ETF 持仓环比增加 3.57 吨，也处于温和阶段。综合持仓数据来看，

黄金市场整体仍处于较为火热的阶段，但短期热度有所下降。 

数字货币方面，Libra 项目负责人大卫马库斯致信美国参议院，回答了 7 大疑问并披露了更多的信

息。Libra 明确了资产负债表将 100％由银行存款和非常短期的政府证券组成；并且明确了资产会以美

元、欧元和某些其他主要货币计价。7 月 16 日美国参议会将举行 Libra 的听证会。短期来看，Libra 和

黄金没什么关系，但长期来看无论是 Libra 还是其潜在对手还是有可能将黄金纳入 Libra 币背后的储备

支持。  

从近 2 周的黄金走势来看，市场关于美联储降息已充分消化，黄金短期有调整的压力，但 1380-1400 美元

的强阻力位被突破后，已成为有力的支撑位，黄金调控空间有限。中长期来看，黄金仍处于上涨通道，黄金股

仍具备很强的配置价值，建议重点关注银泰资源，紫金矿业和盛达矿业。 

 

  



 

  

2 

黄金Ⅱ 

 

行业动态研究报告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黄金价格回顾 

2019 年 7 月 12 日，伦敦黄金收盘价为 1,407.60 元/盎司；环比上周上涨 18.95 美元/盎司，涨幅为 1.36%；

较上月同期上涨 71.70 美元/盎司，月涨幅为 5.37%；年初以来上涨 125.95 美元/盎司，涨幅为 9.83%。 

上海黄金收盘价为 313.80 元/千克；环比上周下跌 1.94 元/千克，跌幅为 0.61%；较上月同期上涨 13.66 元/

千克，月涨幅为 4.55%；年初以来上涨 29.99 元/千克，涨幅为 10.57%。 

伦敦白银收盘价为 15.14 美元/盎司；环比上周下跌 0.07 美元/盎司，跌幅为 0.46%；较上月同期上涨 0.35

美元/盎司，月涨幅为 2.33%；年初以来下跌 0.32 美元/盎司，跌幅为 2.10%。 

上海白银收盘价为 3,621.00 元/千克；环比上周下跌 28.00 元/千克，跌幅为 0.77%；较上月同期上涨 49.00

元/千克，月涨幅为 1.37%；年初以来下跌 11.00 元/千克，跌幅为 0.30%。 

图表1： 伦敦黄金价格  图表2： 上海黄金价格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3： 伦敦白银价格  图表4： 上海白银价格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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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和国际汇率 

2019 年 7 月 12 日，美元指数为 96.8225；环比上周下跌 0.4389，跌幅为 0.45%；较上月同期下跌 0.2188，

月跌幅为 0.23%；年初以来累计上涨 0.7484，累计涨幅为 0.78%。 

美元兑人民币离岸市场即期汇率收盘价为 6.8789，较上周下跌 164个 bp，人民币兑美元周贬值幅度为 0.24%；

较上月同期下跌 465 个 bp，月贬值幅度为 0.67%；年初以来上升 88 个 bp，累计升值幅度为 0.13%。 

美元兑日元汇率为 107.9100；环比上周下跌 5750bp，贬值跌幅为 0.53%；较上月同期贬值 6000bp，月贬值

幅度为 0.55%；年初以来贬值 16650bp，累计贬值幅度为 1.52%。 

欧元兑美元汇率为 1.1270；环比上周升值 45 个 bp，升值涨幅为 0.40%；较上月同期贬值 56 个 bp，月跌幅

为 0.50%；年初以来贬值 196 个 bp，累计跌幅为 1.71%。 

2019 年 7 月 11 日，比特币收盘价为 11,349.24 美元；环比上周上升 202.90 美元，周涨幅为 1.81%；较上月

同期上涨 3430.14 美元，月涨幅为 35.97%；年初以来上涨 7655.94 美元，累计涨幅为 207.29% %。 

图表5： 美元指数  图表6：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7： 美元兑日元汇率  图表8： 欧元兑美元汇率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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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比特币价格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美国利率、利差及政策预期 

2019 年 7 月 12 日，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2.12%；环比上升 0.08，较上月同期下跌 3 个 bp，年初以来

累计下跌 57 个 bp。 

美国 10 年国债和 1 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为 0.16%；环比上周上涨 10 个 bp，较上月同期上涨 6 个 bp，年初

以来上涨 10 个 bp。 

市场预期美联储 7 月 31 日议息会议降息概率为 100.00%。 

10 年期美国国债实际收益率为 0.35%；环比上周持平；较上月同期下跌 8 个 bp，年初以来累计下跌 63 个

bp。 

图表10： 10 年美债收益率  图表11： 10 年 1 年期美债收益率利差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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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美联储降息概率  图表13： 10 年期美债实际利率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美国股市和市场信心 

2019 年 7 月 12 日，标普 500 指数收盘于 3,013.77；环比上周上升 23.36，涨幅为 0.78%；较上月同期上涨

128.05，月涨幅为 4.44%；年初以来上涨 506.92，累计涨幅为 20.22%。 

VIX 指数最新值为 12.39；环比上周下跌 0.89，较上月同期下跌 3.60，年初以来下跌 13.03。 

图表14：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图表15： VIX 波动率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通胀预期 

2019 年 7 月 12 日，10 年美债实际收益率反映的通胀预期为 1.77%；较上周上涨 0.08%；较上月同期上涨

0.05%，较年初值上涨 0.06%。 

2019 年 7 月 11 日，WTI 原油现货结算价为 60.20 美元/桶；环比上周上涨 2.69 美元/桶，涨幅为 4.68%；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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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同期上升 6.93，月涨幅为 13.01%；年初以来上涨 14.79 美元/桶，涨幅为 32.57%。 

2019 年 6 月美国 CPI 为 1.60%；较上月下跌 0.20%；较上年同期下跌 1.30%。 

2019 年 6 月美国 PPI 为 1.60%；较上月下跌 0.30%；较上年同期下跌 0.20%。 

图表16： 通胀预期  图表17： WTI 原油价格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18： 美国 CPI  图表19： 美国 PPI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美国经济景气度和就业情况 

2019 年 6 月，美国 PMI 指数为 51.70；较上月下跌 0.40，年初以来下跌 7.60。 

2019 年 5 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为 2.68%；较上月上升 0.25%。   

2019 年 6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 22.4 万人；较上月的 7.5 万人，大幅上升 14.9 万人。 

2019 年 6 月，美国失业率为 3.70%，较上月上升 0.10%。整体来看，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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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美国 PMI  图表21：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22： 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千人)  图表23： 美国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黄金的相关投资工具 

2019 年 7 月 12 日，黄金 ETF 持仓量为 800.54 吨；环比上周增加 3.57 吨，周涨幅为 0.45%；较上月同期增

加 44.36 吨，月增幅为 5.87%；较年初以来增加 12.87 吨，涨幅为 1.63%。 

2019 年 7 月 9 日，COMEX 黄金总持仓量为 1,010098 张，环比上周减少 21295 张，较上月同期增加 266617

张，较年初增加 293762 张。 

黄金非商业净多持仓量为 244763 张；环比上周减少 14183 张，较上月同期增加 60525 张，较年初增加 133778 

张。 

黄金商业净空头持仓量为 278416 张；环比上周减少 8406 张，较上月同期增加增加 76389 张，较年初增加

150197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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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 黄金 ETF 持仓量  图表25： COMEX 黄金总持仓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26： 黄金非商业净多持仓  图表27： 黄金商业净多头持仓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黄金股的表现 

本周黄金Ⅲ(申万)指数收于 6,561.37 点，环比上周下跌 4.74 %，跑输上证综指 2.07 个百分点，跑输有色板

块 0.08 个百分点；较上月同期下跌 4.40%，跑输上证综指 2.78 个百分点，跑赢有色板块 0.55 个百分点；年初以

来累计上涨 17.39%，跑输大盘 0.12 个百分点，跑赢有色板块 2.53 个百分点。 

图表28： 黄金板块涨跌幅 

板块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年涨跌幅(%) 

黄金Ⅲ(申万) -4.74  -4.40  17.39  

上证综指 -2.67  -1.62  17.51  

有色金属（申万） -4.67  -4.96  14.86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个股方面，本周 1 只黄金个股上涨,11 只下跌。只有银泰资源上涨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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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 黄金个股涨跌幅排序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000975.SZ 银泰资源 8.65 600489.SH 中金黄金 -5.67 

000426.SZ 兴业矿业 -1.92 600766.SH 园城黄金 -8.52 

600547.SH 山东黄金 -2.84 000603.SZ 盛达矿业 -8.62 

601899.SH 紫金矿业 -3.69 600988.SH 赤峰黄金 -8.97 

002155.SZ 湖南黄金 -4.73 002716.SZ 金贵银业 -11.56 

601069.SH 西部黄金 -5.27 002237.SZ 恒邦股份 -14.57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全球来看，黄金股上周小幅上涨，巴里克黄金（GOLD.N）2019 年 7 月 11 日收盘价为 16.39 美元，本周上

涨 3.73%，月涨幅为 3.93%，年初以来累计涨幅为 51.30 %。 

重要财经及黄金行业新闻或事件 

加拿大央行利率决议出炉 美元/加元上演 V 型逆转行情 

北京时间 7 月 10 日，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并一如预期地上调了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预期，同时强调

贸易战对全球经济构成的风险。加拿大央行将关键的隔夜利率维持在 1.75%不变，没有提及未来的利率走势。

加拿大央行将 2019 年 GDP 增长预期从 1.2%上调至 1.3%，将 2020 年 GDP 增长预期从 2.1%下调至 1.9%，并将

2021 年增长预期维持在 2.0%。但考虑到贸易紧张局势造成的损害，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税战，该行下调

了对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世界黄金协会：不确定性和宽松政策将继续支撑黄金 

北京时间 7 月 11 日，世界黄金协会报告称，投资需求可能仍将保持强劲，各国央行将继续保持净购买趋势。

世界黄金协会（WGC）发布报告称，未来 6-12 个月，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支撑黄金投资的

需求。尽管较弱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在短期内抑制黄金消费需求，但印度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很可能会对

长期需求提供支撑。 WGC 在《2019 年中黄金展望》报告中指出，上半年金融市场并不平静，股市于第二季度

表现波动，与此同时，全球各国央行都表示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令全球债券收益率降至多年低点—

—某些国家甚至达到了历史低点。由于投资者希望在日益不确定的环境下对冲已然高企的股市风险，金价飙升，

使得黄金成为截至 6 月底以来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 

 

美联储强化降息预期 黄金走势或迎来新一轮牛市 

北京时间 7 月 10 日晚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证词上再一次释放了鸽派言论。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

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通胀水平依旧低迷。对贸易政策和全球经济疲软的担忧继续打压美国经济

前景。鲍威尔的发言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美元贬值有望带动黄金价格出现上涨。 

 

日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于地方分行季度会议上发表讲话 

北京时间 7 月 8 日,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在地区分行经理季度会议上发表讲话。日本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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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日本经济温和扩张，金融系统保持稳定。预计通胀逐步回升至 2%。黑田东彦同时表示将至

少到 2020 年春季前后，将利率维持在很低水平。除此之外，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还表示 CPI 在 0.5%-1%区间

变化，并且将维持 QQE 和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同时将继续扩张性货币政策立场，直至通胀稳定超过 2%。 

 

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就美国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作证词陈述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于北京时间 7 月 10 日 22 点开始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就美国半年度货币政策报

告作证词陈述。今天他在众议院发表货币政策证词之后，周四还将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在讲稿中席鲍威

尔强调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使美国经济增长面临逆流，凸显了对经济增长的忧虑，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降

息的预期。鲍威尔证词讲稿中表示，经济增长逆流重新出现，美联储将酌情采取适当措施以维持美国经济增长，

很多委员在 6 月 FOMC 会议上看到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放松货币政策。鲍威尔强调，商业投资增长似乎明显放

缓，可能反映出对贸易紧张局势和全球增长放缓的担忧，似乎继续拖累美国经济前景，美联储将采取适当行动，

以维持美国经济增长。鲍威尔指出，美国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包括巨额联邦债务仍在不断提高，以及中低阶层

收入增长相对停滞。美国第一季度消费者支出增长疲软，疲弱的通胀有可能比美联储目前预期的更加持久。 

 

鲍威尔发表讲话称压力测试需不断改进 

北京时间 7 月 9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波士顿联储主办的压力测试会议上发表讲话称，自 2009 年以来，

大型银行增加了超过 8000 亿美元的股本，在风险评估和管理方面不断改善，能够有效预估资本需求并制定多种

方案。随着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未来的压力测试需要继续改进，确保银行即使在经济衰退时仍能提供

家庭和企业所需的贷款，支持银行动态系统，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 

 

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 

北京时间 7 月 11 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报告显示欧佩克 6 月原油产量减少 6.8 万桶/日至 2983

万桶/日，经合组织原油库存 5 月有所上升，高于 5 年均值 2500 万桶，2019 年非欧佩克原油供应增速预期下调

9.5 万桶/日至 205 万桶/日，前值为 214 万桶/日。欧佩克月报预计 2020 年欧佩克原油需求预期为 2927 万桶/日，

预计 2020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为 114 万桶/日，与 2019 年相同；2020 年非欧佩克原油供应增速预期为 244 万桶

/日，2019 年为 205 万桶/日；预计 2020 年将出现新的原油过剩，因美国页岩油产量继续激增。欧佩克月报显示，

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维持在 3.2%水平，美国经济增速将略微放缓，受创的拉美和土耳其经济将复苏。

预计经合组织 2020 年经济增速将从 2019 年的 1.7%下降至 1.6%，因经合组织主要经济体继续面临挑战。此外，

2020 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基于不会出现进一步经济下行的风险，特别是贸易相关问题不会进一步恶化。 

 

欧央行 6 月会议纪要：与通胀目标仍有距离准备好了再度宽松 

北京时间 7 月 11 日，欧洲央行发布了 6 月 5 至 6 日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官员们“普遍认同”外围风险令

欧元区经济和通胀前景偏向下行，并表达了“已准备好再度宽松“的意愿。这是半年来欧央行第二次修改利率

前瞻指引，此前认为 2019 年底之前不会加息。行长德拉吉也在记者会上释放强烈的宽松信号称，如果欧元区通

胀没有回到目标水平，不排除降息或重启资产购买的量宽计划。今日发布的会议纪要展现了欧央行更为详细的

讨论思路，可能成为 7 月 24 至 25 日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指引方针。货币市场对降息的预期更为强烈，认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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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80％的概率在 7 月或 9 月将存款便利利率进一步下调至负值区间更深处。6 月欧央行预期到 2021 年时欧元区

通胀为 1.6％，与 3 月份的前瞻一致，但都与“略低于 2％”的通胀目标“存在一定距离”。为了令通胀在中期

内达标，欧央行管委会建议采取必要的宽松措施，包括进一步延展利率前瞻指引，重启净资产购买，以及下调

政策利率等多种可能选项。 

 

IEA 月报：明年全球油市料重归供应过剩困境 

北京时间 7 月 12 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最新月报指出，明年全球原油市场料将重归供应过剩困境，即

使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延长减产行动 IEA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 6 个月内，全球原油供应超过需

求 90 万桶/日，这令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积累的巨量库存水平进一步上升。IEA 原油行业及市场主管 Neil Atkinson

称，2020 年原油市场“将会出现可观的供应过剩，因美国以及其他部分国家的原油产量仍在攀升”。OPEC 及其

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已经同意延长减产行动，将从 7 月开始延长 9 个月，直至 2020 年 3 月底。IEA 报告指

出：将减产行动延长至 2020 年内 3 月底为原油市场提供了指引，但并没有改变供应过剩所相关的基本面局面。 

 

中国 6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北京时间 7月 12日中国人民银行周五公布数据显示，6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51.6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45.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增速比上月末低 0.4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 0.3 个百分

点。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9.67 万亿元，同比多增 6440 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3.76 万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 1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75 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6.26 万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 1.47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3.48 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1.18 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

少 3565 亿元。6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66 万亿元，同比少增 1786 亿元。6 月末，外币贷款余额 8187 亿美元，

同比下降 4.2%。上半年外币贷款增加 238 亿美元，同比多增 68 亿美元。6 月份，外币贷款减少 80 亿美元，同

比少减 71 亿美元。 

 

黄金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整理 

盛达矿业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盛达集团持有公司 215,939,5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30%，其中累计质押 215,934,80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29％；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 355,395,9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51%，其中

累计质押 326,105,4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26%。 

兴业矿业 

1.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及股本变动的公告。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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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8,338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68%，最高成交价为 6.7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6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9,987.58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注销本次回购股份。 

2.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报告期（2019年 1月 1日—2019年6月 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5000.00万元-10000.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36,761.10 万元。 

金贵银业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报告期（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4000 万元-0 万元。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13,139.7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13.60% - 127.20%；基本每股收益亏损 0.0272 元/股- 0.0544

元/股，去年同期盈利 0.1966 元/股元。 

本次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1、2019 年上半公司主要产品电铅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产

品毛利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去年同期电铅盈利 10495 万元，毛利率为 15.19%，今年上半年电铅产品出

现亏损。2、在国家宏观调控及去杠杆等因素影响下，公司融资利率上升，公司融资成本较上年大幅增加。3、

公司受环保政策趋严以及今年 5 月中旬至 6 月底公司年度检修影响，白银、电铅及综合回收产品销售收入下降。

4、子公司金贵银业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因预付款保函及汇兑损益致子公司财务费用上升较大。 

银泰资源 

1.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9 年 7 月 10 日，公司接到股东程少良通知，程少良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31,700,000 股公司

股份已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截至目前，程少良持有公司 147,535,7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4%，累计质押股数 49,3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9%。 

2.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报告期（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约 42,000 万元-45,0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27,268.06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约 54.03%-65.03%；基本每股收益盈利约 0.2145 元-0.2298

元，去年同期盈利 0.1375 元。 

 

未来一周黄金股重要事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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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0： 未来一周黄金股重要事件汇总 

序号 证券名称 事件大类 事件类型 发生日期 事件摘要 

1 盛达矿业 公司资料变更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20190718 
1927.065 万股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预计 2019-07-18 上市

流通 

2 盛达矿业 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召开 20190716 "2019-07-16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4 金贵银业 业绩披露 业绩预告 20190713 
第 2 次 2019 年中报业绩预告，公司业绩首亏， 

预测业绩：净利润约-4000 万元~0 万元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风险分析 

黄金价格大幅下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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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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