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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创下9年来新高！“郑州
大妈”买金、卖金热情高涨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2020年以来，随着价格持续飙
升，黄金已成为市场上最为火
爆的品种之一。

黄金最近有多疯狂？记
者注意到，7月24日，国际金
价突破 1900 美元/盎司关口
后，7月27日，国际金价越过
2011年的历史高点。7月28
日，现货黄金更是一度飙升至
1981.17 美元的纪录高位，逼
近2000美元大关。截至7月
28日上午，金价已创下9年来
新高，有统计信息显示，今年
以来现货黄金上涨幅度已经
超过30%。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行
情来看，国际金价站上1900美
元的时间屈指可数。公开资
料显示，除了近日，伦敦金价
仅在2011年8月和9月的3个
交易日突破1900美元关口。

随着金价的持续走高，曾

在2013年抄底300吨黄金的
“中国大妈”继续出手。7月31
日，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郑州
多个线下零售门店近期黄金销
售业绩提升明显。“尤其是在周
末，店里客流明显提升。目前
来看，客人多以家庭消费为主，
购买的单品多以金手镯和金条
居多，不少客单价高达五六万、
十来万。”郑东新区CBD某黄
金专卖柜台导购表示。

记者注意到，在六福珠宝
专柜，7月31日的实时金价信息
显示，足金999卖出价格为572
元/克（工费另计，下同），足金
571元/克，黄金金条561元/克。

该门店导购介绍，受疫情
稳定及婚嫁刚需的影响，门店
黄金、镶嵌等商品销售有了不
错的升幅，近期黄金类销售量
同比升幅20%。尤其是大型
促销期间，销售增长更为明
显。前两日，黄金零售价相比
每克下降2元，但总体仍处历
史高位。

金鑫珠宝相关工作人员
向记者透露，上半年，金鑫珠宝

投资类金条销售同比增长
30%。“受疫情影响，轻量化古法
金、一口价黄金首饰顾客买的比
较多，还有不少顾客购买投资金
条保值，目前来看，虽然购买热
情高涨，但相对比较理性。”

和买金相比，郑州市民卖
金的热情也持续高涨。记者
了解到，随着金价高企，多个
黄金持有者纷纷抛售黄金实
现投资的变现。

“这几天店里每天回收的
黄金重量都有三四千克，周末
的时候工作人员从早忙到晚，
近几年很少见这种疯狂的卖
金举动。”上述导购表示。

金价为何大涨？此次上涨
有何不同？

金价创出历史新高，不少
网友戏称：多年前被套的中国
大妈终于解套。记者查阅资料
显示，2013年国际金价大跌，5
月底，金价下跌至1386.4美元/
盎司。彼时，“中国大妈”们疯狂

抄底，有报道指出，她们以平均
每盎司1300美元左右的价格买
走了300吨的黄金，这一举动甚
至在短期拖住了市场，并让当
时的金价有所反弹。

300吨黄金到底有多少？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7 月，中国黄金储量是
1948 吨。也就是说，放到今
天，中国大妈手里相当于持有
全中国储量的15%。

那么，从今日金价走势来
看，曾经抢黄金的“中国大妈”
赚了吗？“以7月27日伦敦现
货黄金突破价 1921 美元/盎
司，以及2013年‘中国大妈’买
黄金的平均价1300美元/盎司
来计算，除去其他交易因素，
现在卖出后的获益幅度是
47%，抛售300吨黄金大概能
赚65亿美元。”业内人士表示，
7年挣65亿美元确实是不错
的投资回报，但现实中往往很
少有人赚大钱。

那么，黄金的价格为什么
会大涨呢？

“因为现在利好黄金的因
素比较多。比如，在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的情况之下，全球各
国都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特别是美国，在过去3个多月
印钞3万亿美元，这时候，市场
上的钱很多，投资需求旺盛。”
某专业人士分析称，此时，黄金
作为保值的资产，避险功能更
加凸显，从而驱使大量资金进
入黄金市场，导致金价大涨。

同时，也有分析师认为，
疫情打压经济前景以及近期
地缘政治紧张升温会直接强
化黄金的看涨情绪。而十年
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跌，才
是推动近期金价上涨的最主
要的动能。

疯狂的黄金还能涨吗？市
场预期对下半年金市乐观

对于这波金价上涨，不少
机构表示上涨空间更大。高
盛集团预计，黄金在未来12个
月内有望达到 2000 美元/盎
司；花旗集团也预期金价有

30%的可能性在未来3-5个月
内突破2000美元/盎司；美国
银行甚至将未来18个月金价
目标调至3000美元/盎司。

“黄金价格突破1910美元
的历史高点后，后市上涨空间
完全打开，将来突破2000美元
的整数关口不会太久。”前海
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立方
大家谈专栏作者杨德龙表示，
对于黄金的投资逻辑非常清
晰，包括全球央行放水带来的
纸币贬值，以及全球经济陷入
衰退后黄金避险价值凸显。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黄金ETF
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具有较好的流动性。

总体来说，资本市场上的
一个整体预期是金价破纪录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后市可
能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不过，也有机构持谨慎观
点。国泰基金指出，月底需要
重点关注美国国会对财政救济
计划的博弈，如果财政救济计划
无法在美国国会休会前落地，将
可能对通胀预期造成伤害，黄
金价格则存在回调可能。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金银价格近期波动加大，投
资风险也加大。对此，上海黄
金交易所7月28日发出通知，
称受国际因素影响，近期金银
价格波动较大，持仓水平较高，
市场风险明显加剧。上海黄金
交易所请各会员单位做好风险
应急预案，提示投资者做好风
险防范工作，提高风险意识，合
理控制仓位，理性投资。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
经济长期增长仍不乐观，利率
水平将维持在低位，考虑到未
来各国可能会采取财政刺激
政策，预计黄金仍有上涨空
间，但短期存在波动风险。对
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配置少量
的黄金资产来对冲通胀和不
确定性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但是，黄金的价格受到多种因
素影响，尤其是通胀预期也有
可能发生迅速的变化，因此非
专业投资者持有大量的黄金
资产必然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疯涨！黄金零售价572元/克创新高
“中国大妈”已经出手 也有不少持有者趁机抛售变现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文图

近期，黄金价格一路飙升，逼近2000美元/盎司。同时，以黄金、白银、钯金、铂金为代表的贵
金属价格上涨直接带动相关资产价格大涨，市场投资热情高涨。

7月31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通过走访郑州黄金市场了解到，目前多家黄金零售门店
市民买金、卖金热情高涨，同时在企业减免优惠的拉动下，黄金销售业绩回升明显。据郑东新区
CBD某金店最新售价显示，31日该店足金999卖出价格为572元/克（工费另计），系历史高
位。另据金鑫珠宝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市民买金热情高涨，周末门店买客更多。上半年，金鑫
珠宝投资类金条销售同比增长30%。”

7月31日下午一珠宝店黄金现货报价金店客流提升，销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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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

大乐透9.84亿元奖池今晚约
7 月 29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69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5、07、26、30、31”，后区开出
号码“07、10”。当期销量为2.76
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9945万余元。

当期全国开出3注一等奖。
其中1注1800万元（含800万元
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花
落广东深圳；另外2注1000万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浙江宁波和云
南普洱各中出1注。

由于浙江宁波、云南普洱这
2注一等奖没有采用追加投注，

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少拿了800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错过中得
1800万元封顶大奖的机会。

当期，二等奖中出73注，单
注奖金16万余元。其中39注为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2.80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28.80万余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9.84亿元滚存至8月1日（周
六）开奖的第20070期。

目前，体育彩票面向全国开
展的“双重好礼 一蹴而就”奖上
奖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你只要走进体彩实体店，购买任
意面值的“一蹴而就”即开票，如果
单张彩票刮中1000元奖级，不仅
可以获得1000元奖金，还可获赠
面值1000元电商卡1张；购买任
意面值的“一蹴而就”或“全民运
动”主题即开票，通过“中国体育彩
票”微信小程序“点亮健康中国”活
动页面，按提示扫描票面保安区
二维码，即可获得1次扫码抽奖
机会，可能会获得5G手机、智能
手表、电商卡等多种好礼。惊喜不
容错过，赶快行动起来，到身边的
体彩实体店打个卡吧。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