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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动态 

黄金市场情绪不减，金银比

有望持续修复 

本周，黄金价格再度大幅上涨，高点一度触及 1452.95 美元

/盎司，周涨幅达 2.28%。受此影响，黄金板块上涨 3.38%，跑赢

上证指数 3.60%。受金银比修复，白银个股表现强势，盛达矿业

以 25.02%周涨幅领涨，银泰资源也上涨了 9.72%。 

从基于美联储降息框架来看，本周黄金上涨有些意外。毕竟，

美联储 7 月降息，19 年年内至少降息 2 次已被市场充分消化。美

海军击落伊朗无人机和伊朗扣押英国籍油轮虽然也从避险角度

提振黄金，但美伊之间的摩擦近期一直不断，升级的风险有，但

总体双方均克制。 

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目前美元立场没变化，但未来可能会

变化”标志着关于美元的汇率政策存在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1995 年以来，美国财政部基本尊重市场形成的汇率，仅出手干预

过 3 次，且都和其他主要央行有协同。如果出现美国单边改变汇

率政策，无疑是重大政策转变。 

本周黄金市场情绪继续高涨，一是黄金 ETF 当周增加 19.95

吨至 820 吨，二是黄金期货总持仓达 1038695 手，创下历史新高。

另外，市场传闻有重量级神秘买手在大手笔购金。在黄金牛市背

景下，金银终现修复动力，本周伦敦白银价格周涨幅达 7.76%，

沪银周涨幅达 8.23%。最新的伦敦金银比为 88.24，上海为 81.82

仍处于历史上的较高位置，金银比仍有进一步修复的空间，先看

到 75。 

Libra 方面，美国国会听证会虽对 Libra 有很多重大疑问，但

并未禁止 Libra。G7 财长也表示对 Libra 要采取最高标准的金融

监管。 

本周的市场走势提醒我们不要简单的依据美联储的宽松节

奏来预测黄金，市场情绪和美国的汇率政策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短期来看金银比修复仍是确定性事件，建议继续持有黄

金股，重点推荐银泰资源、盛达矿业和紫金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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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黄金行业周报：7 月美联储

降息进一步明确，但市场对此已充

分消化 

 

1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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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30 

中信建投黄金行业周报：中美重启

贸易协议，黄金短期有小幅回调压

力 

 

1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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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16 

中信建投黄金行业周报：6 月降息概

率较低，关注美联储预防式降息的

意愿 

 

19.06.10 
中信建投黄金行业周报：短期虽难

大涨，但中期仍有预期空间 

 

-10%

0%

10%

20%

30%

40%

20
18

/7
/1

9

20
18

/8
/1

9

20
18

/9
/1

9

20
18

/1
0/

19

20
18

/1
1/

19

20
18

/1
2/

19

20
19

/1
/1

9

20
19

/2
/1

9

20
19

/3
/1

9

20
19

/4
/1

9

20
19

/5
/1

9

20
19

/6
/1

9

20
19

/7
/1

9

黄金 上证指数

黄金Ⅱ 
 



 

  

1 

黄金Ⅱ 

 

行业动态研究报告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黄金周观点 

本周，黄金价格再度大幅上涨，高点一度触及 1452.95 美元/盎司，周涨幅达 2.28%。受此影响，黄金板块上

涨 3.38%，跑赢上证指数 3.60%。受金银比修复，白银个股表现强势，盛达矿业以 25.02%周涨幅领涨，银泰资

源也上涨了 9.72%。 

从基于美联储降息框架来看，本周黄金上涨有些意外。毕竟，美联储 7 月降息，19 年年内至少降息 2 次已

被市场充分消化。美海军击落伊朗无人机和伊朗扣押英国籍油轮虽然也从避险角度提振黄金，但美伊之间的摩

擦近期一直不断，升级的风险有，但总体双方均克制。 

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目前美元立场没变化，但未来可能会变化”标志着关于美元的汇率政策存在着越来

越大的不确定性。1995 年以来，美国财政部基本尊重市场形成的汇率，仅出手干预过 3 次，且都和其他主要央

行有协同。如果出现美国单边改变汇率政策，无疑是重大政策转变。 

本周黄金市场情绪继续高涨，一是黄金 ETF 当周增加 19.95 吨至 820 吨，二是黄金期货总持仓达 1038695

手，创下历史新高。另外，市场传闻有重量级神秘买手在大手笔购金。在黄金牛市背景下，金银终现修复动力，

本周伦敦白银价格周涨幅达 7.76%，沪银周涨幅达 8.23%。最新的伦敦金银比为 88.24，上海为 81.82 仍处于历

史上的较高位置，金银比仍有进一步修复的空间，先看到 75。 

Libra 方面，美国国会听证会虽对 Libra 有很多重大疑问，但并未禁止 Libra。G7 财长也表示对 Libra 要采取

最高标准的金融监管。 

本周的市场走势提醒我们不要简单的依据美联储的宽松节奏来预测黄金，市场情绪和美国的汇率政策也在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短期来看金银比修复仍是确定性事件，建议继续持有黄金股，重点推荐银泰资源、盛

达矿业和紫金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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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价格回顾 

2019 年 7 月 19 日，伦敦黄金收盘价为 1,439.70 元/盎司；环比上周上涨 32.10 美元/盎司，涨幅为 2.28%；

较上月同期上涨 60.20 美元/盎司，月涨幅为 4.36%；年初以来上涨 158.05 美元/盎司，涨幅为 12.33%。 

上海黄金收盘价为 320.65 元/千克；环比上周上涨 6.85 元/千克，涨幅为 2.18%；较上月同期上涨 12.12 元/

千克，月涨幅为 3.93%；年初以来上涨 36.84 元/千克，涨幅为 12.98%。 

伦敦白银收盘价为 16.32 美元/盎司；环比上周上涨 1.18 美元/盎司，涨幅为 7.76%；较上月同期上涨 0.99 美

元/盎司，月涨幅为 6.43%；年初以来上涨 0.85 美元/盎司，涨幅为 5.50%。 

上海白银收盘价为 3919.00 元/千克；环比上周上涨 298.00 元/千克，跌幅为 8.23%；较上月同期上涨 270.00

元/千克，月涨幅为 7.40%；年初以来上涨 287.00 元/千克，涨幅为 7.90%。 

伦敦金银比为 88.24，环比上周下跌 4.73，跌幅为 5.09%；较上月同期下跌 1.74，月跌幅为 1.94%；年初以

来上涨 5.37，涨幅为 6.48%。 

上海金银比为 81.82，环比上周下降 4.84，降幅为 5.59%；较上月同期下降 2.73，月降幅为 3.23%；年初以

来上涨 3.68，涨幅为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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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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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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5： 伦敦金银比  图表6： 上海金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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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指数和国际汇率 

2019 年 7 月 19 日，美元指数为 97.1245；环比上周上涨 0.3020，涨幅为 0.31%；较上月同期上涨 0.4808，

月涨幅为 0.50%；年初以来累计上涨 1.0504，累计涨幅为 1.09%。 

美元兑人民币离岸市场即期汇率收盘价为 6.8834，较上周上涨 45个 bp，人民币兑美元周升值幅度为 0.07%；

较上月同期下跌 191 个 bp，月贬值幅度为 0.28%；年初以来上升 133 个 bp，累计升值幅度为 0.19%。 

美元兑日元汇率为 107.7250；环比上周下跌 1850bp，贬值跌幅为 0.17%；较上月同期贬值 7200bp，月贬值

幅度为 0.67%；年初以来贬值 18500bp，累计贬值幅度为 1.69%。 

欧元兑美元汇率为 1.1221；环比上周贬值 49 个 bp，贬值跌幅为 0.43%；较上月同期升值 28 个 bp，月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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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24%；年初以来贬值 245 个 bp，累计跌幅为 2.41%。 

2019 年 7 月 19 日，比特币收盘价为 10,535.43 美元；环比上周下跌 1273.48 美元，周跌幅为 12.50%；较上

月同期上涨 1257.16 美元，月涨幅为 10.18%；年初以来上涨 6842.13 美元，累计涨幅为 185.26 %。 

图表7： 美元指数  图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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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元兑日元汇率  图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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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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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2.05%；环比上周下跌 7 个 bp，较上月同期下跌 1 个 bp，年

初以来累计下跌 64 个 bp。 

美国 10 年国债和 1 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为 0.14%；环比上周下跌 3 个 bp，较上月同期上涨 8 个 bp，年初

以来上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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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环比上周下跌 10 个 bp；较上月同期下跌 17 个 bp，年初以来累计下

跌 73 个 bp。 

图表12： 10 年美债收益率  图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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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联储降息概率  图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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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标普 500 指数收盘于 2976.61；环比上周下跌 37.16，跌幅为 1.23%；较上月同期上涨

58.86，月涨幅为 2.02%；年初以来上涨 469.76，累计涨幅为 18.74%。 

VIX 指数最新值为 14.45；环比上周上涨 2.06，较上月同期下跌 0.70，年初以来下跌 10.97。 

图表16：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图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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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10 年美债实际收益率反映的通胀预期为 1.80%；较上周上涨 0.03%；较上月同期上涨

0.16%，较年初值上涨 0.09%。 

2019 年 7 月 18 日，WTI 原油现货结算价为 55.30 美元/桶；环比上周下跌 4.91 美元/桶，跌幅为 8.15%；较

上月同期上升 1.40，月涨幅为 2.60%；年初以来上涨 9.89 美元/桶，涨幅为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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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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通胀预期  图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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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美国 CPI  图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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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国 PMI  图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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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千人)  图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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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黄金 ETF 持仓量为 820.49 吨；环比上周增加 19.95 吨，周涨幅为 2.49%；较上月同期

增加 56.39 吨，月增幅为 7.38%；较年初以来增加 32.82 吨，涨幅为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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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黄金 ETF 持仓量  图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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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黄金非商业净多持仓  图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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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2.86 点，环比上周上涨 3.38%，跑赢上证综指 3.59 个百分点，跑赢有色板块

0.97 个百分点；较上月同期下跌 1.18%，跑赢上证综指 0.66 个百分点，跑赢有色板块 1.49 个百分点；年初以来

累计上涨 21.35%，跑赢大盘 4.10 个百分点，跑赢有色板块 3.73 个百分点。 

图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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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1.18  21.35  

上证综指 -0.22  -1.84  17.25  

有色金属（申万） 2.41  -2.67  17.62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个股方面，本周 11 只黄金个股上涨,1 只下跌。只有恒邦股份下跌 3.95%，盛达矿业以 25.02%的涨幅领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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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贵银业涨幅也达到 11.01%。 

图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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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03.SZ 盛达矿业 25.02 600988.SH 赤峰黄金 3.16 

002716.SZ 金贵银业 11.01 002155.SZ 湖南黄金 1.90 

000975.SZ 银泰资源 9.72 600766.SH 园城黄金 1.59 

000426.SZ 兴业矿业 9.61 600489.SH 中金黄金 1.37 

601899.SH 紫金矿业 4.26 601069.SH 西部黄金 1.34 

600547.SH 山东黄金 3.86 002237.SZ 恒邦股份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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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收盘价为 17.22 美元，本周上

涨 4.24%，月涨幅为 9.13%，年初以来累计涨幅为 58.87 %。 

 

重要财经及黄金行业新闻或事件 

7 月降息箭在弦上 鲍威尔重申美联储将采取行动维持经济扩张 

北京时间 7 月 17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了由法国财政部举办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75 周年：思索下一

个 75 周年”研讨会，发表了主题为“后危机时代政策”的演讲。鲍威尔此次演讲重申美联储将采取适当行动维

持经济扩张。鲍威尔表示，美国第一季度的增长率略高于 3%，与 2018 年相近，但增长主要是由净出口和库存

推动的，并不具备可持续性。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似乎有所放缓，虽然消费支出增长似乎正在反弹，

但企业固资增长降幅明显，制造业自年初以来一直表现疲弱，部分原因是企业支出较弱、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

及对贸易紧张形势的担忧。 

通胀方面，鲍威尔也重申，在美联储的基准展望中，美国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劳动力市场健康，通胀率

将回升并接近 2%。然而这种前景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未来通胀压力依然温和，在去年一度接近 FOMC 设定

的 2%目标后，今年年初通胀和核心通胀率均有所下降，预计 12 个月内，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增长

1.7%。 

而不确定性上升则主要受到贸易形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国联邦债务上限和英国脱欧等问题的影响。

FOMC 委员们对通胀率长期低于 2%的目标表示忧虑，部分市场调查的通胀预期接近历史低位。由于如今通胀被

多种因素锚定，随着中性逐渐走低，政策接近有效利率下限(ELB)已经成为货币政策面临的最大风险，需要寻找

新的解决办法。 

 

美联储“三号人物”讲话重挫美元 推动金价大涨 

北京时间 7 月 18 日（周四），美联储三号人物、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表示，当利率处于

低位、经济增长放缓时，央行官员需要迅速采取有力行动。这位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发表了一篇演讲，讨论



 

  

11 

黄金Ⅱ 

 

行业动态研究报告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了当央行接近“零利率下限”或接近利率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平时，应该做些什么。威廉姆斯在央行研究协会的

年会上表示：“与其坐等灾难发生，不如采取预防措施。”威廉姆斯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市场普遍预计美国联邦

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将在 7 月 30 日至 31 日的会议上降息。美联储决策者们担心持续的低通胀、全球经

济放缓的溢出效应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反复征税的后果。美联储目前将隔夜基金利率固定在 2.25%至 2.5%之间

——高于零，但仍远低于过去经济扩张时期的正常水平。威廉姆斯表示，目前预计美国中性利率在 0.5%左右。

这意味着美联储还有很大的行动空间。威廉姆斯表示，面对低利率和增长放缓，最好的策略是“迅速采取行动”，

“更长时间地保持低利率”。 

 

特朗普言论引发避险情绪升温 

北京时间 7 月 18 日（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一艘美国海军舰艇在防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伊朗无人

机。特朗普称，美国“拳师”（Boxer）号军舰周四在霍尔木兹海峡向无人机开火。特朗普说道，无人驾驶飞机接

近“拳师”号是“针对在国际水域作业的船只采取的许多挑衅和敌对行动中的最新一起”。美国“保留保卫我们

的人员和设施的权利，谴责伊朗破坏航行自由和全球贸易的企图。”特朗普上述言论令刚刚有所缓和的美伊局势

再次紧张起来。而就在此前稍早，伊朗方面表示，若美国愿意永久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将正式且永久性接

受对其核计划的加强式监管。在伊朗于 6 月 20 日击落美国无人机之后，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伊朗实

施他所说的“强有力的”新制裁。特朗普 6 月 24 日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德黑兰的压力，直到该政权放弃

其危险活动”，包括其核野心。新的制裁使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办公室无法获得关键的财政资源。制裁还

针对了击落无人机的伊朗军方领导人。除了伊朗问题外，特朗普还表示，考虑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但尚未作出

决定。 

 

一日内四家央行降息 美联储官员强化降息预期 

北京时间 7 月 18 日（周四），美联储官员讲话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在 7 月会议上降息的预期。纽

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称，对利率采取预防措施要好于坐等待灾难出现，政策决策者必须更快地采取行动，为经

济做好准备，并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时候增加货币政策刺激。当利率接近于零时，政策决策者无法承担“等待局

势明晰”所付出的代价。美联储布拉德表示，放宽货币政策相当于采取避免美国经济放缓的保险措施，但难以

相信经济衰退的风险确实很高。 

随着宽松货币政策预期升温，全球央行降息潮或已开启。周四白天韩国央行意外降低基准利率 25bp 至 1.5%，

同时下调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是自 2016 年来首次降息。印尼央行宣布将 7 天期回购利率降低 25bp 至 5.75%，

为近两年来首次下调基准利率。周四晚间时候，乌克兰央行宣布将主要利率下调至 17%。南非央行将关键利率

下调 25 个基点至 6.50%，为 2018 年 3 月以来首次降息。 

 

美财长称未来可考虑调整美元政策，美国进行干预的风险上升 

北京时间 7 月 18 日,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接受彭博社采访时称，美国的美元政策“到目前为止”没

有变化。他参加法国尚蒂伊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后对记者称，“这(调整美元政策)是我们未来可以考虑

的事情，但到目前为止，美元政策没有变化。”之后，姆努钦对路透社亦称，美国财政部的 946 亿美元外汇稳定

基金的使用政策没有改变，基金旨在市场动荡时期用于稳定汇率。此外，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强

势美元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时，姆努钦表示不对美元政策做任何具体评论。姆努钦讲话后，美元几无变动。美元

政策向弱美元靠拢很可能是驱动黄金上 1500 的催化剂。20 年特朗普为了连任在货币和汇率上都有可能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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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汇率政策直接归财政部管，特朗普更容易插手。贵金属牛市大家不要轻易下车。 

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 2019 年央行购金潮或将持续 

北京时间 7 月 19 日，世界黄金协会（WGC）最新公布的 2019 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11%的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央行表示，他们打算在未来 12 个月内购买更多黄金。世界黄金协会（WGC）最新公布的 2019

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将会有更多黄金买盘到来。根据调查，11%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央行表示，他

们打算在未来 12 个月内购买更多黄金。 

 

黄金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整理 

盛达矿业 

1.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盛达矿业，证券代码：000603）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7 月 17 日、7 月 18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64%，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补充公告 

公司预计 2019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但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关于业绩预告的披露标准，具体数据财务部门尚在核算当中。公司 2019 年半年报的披露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23 日，且无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目前公司未向任何方提供尚未公开的 2019 年半年度业绩信息。 

中金黄金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19 年 6 月 27 日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

的公司总股本 3,451,137,189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9,022,743.78 元。 

赤峰黄金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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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

美光先生的通知，赵美光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近日，赵美光先生将其持有的 3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补充质押予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补充质押目的是降低前期

质押融资风险，不涉及新增融资。截止本公告之日，赵美光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31,731,982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0.27%，赵美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36,025,1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57%；本次办理股份质押后，赵美光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10,52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 71.92%，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7%。 

银泰资源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2019 年 7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所持有的 25,411,505 股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全部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411,5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

根据《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要求，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

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未来一周黄金股重要事件汇总 

 

图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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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黄金 业绩披露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20190726 2019 年中报预计于 2019-07-26 披露 

2 西部黄金 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

记起始 
20190725 

2019-07-29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股权

登记日：2019-07-24，现场会议登记日

期：2019-07-25 

3 中金黄金 分红 分红股权登记 20190724 2018 年年报分红：10 派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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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