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黄金基金净值增长前十名

（数据来源：同花顺）

基金

简称

华安易富黄金 ETF 联接 C

华安易富黄金 ETF

国泰黄金 ETF

博时黄金 ETF

华安易富黄金 ETF 联接 A

博时黄金 ETFD

博时黄金 ETFI

易方达黄金 ETF

国泰黄金 ETF 联接 A

国泰黄金 ETF 联接 C

2018

年

10

月至今

净值增长率（

%

）

8.78

8.69

8.67

8.66

8.65

8.65

8.65

8.62

8.55

8.48

最新基金

份额（亿份）

11.8579

28.0114

1.6152

9.2142

7.1355

0.1110

4.6440

3.7456

0.4942

0.2280

基金

成立日

2013-08-22

2013-07-18

2013-07-18

2014-08-13

2013-08-22

2014-12-18

2014-12-18

2013-11-29

2016-04-13

2017-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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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险情绪推高国际金价

黄金基金净值水涨船高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近期在美股波动加大之际，全球避险资金正争相涌入黄金市场推

高了金价。在此情况下，相关投资到黄金市场的基金也成为市场赢家。

同花顺数据显示，自 2018 年 10 月国际金价反弹以来，全市场 16 只

黄金基金取得 8.03%左右的平均收益。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市场对美股衰退担忧情绪提升，金价可能继

续推升，但在多空因素交织的背景下，能否大幅上攻仍需观察。总体来

看，今年黄金基金的机会值得关注。

4个月国际金价大涨 8%

在全球股市震荡背景下，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 国际金价就开启了久

违的上涨模式。 数据显示，4 个多月

时间国际金价上涨近 8%。

而受益于金价上涨，黄金主题基

金的业绩也迎来大逆转。同花顺数据

显示， 目前市场共有 16 只基金主要

投资到黄金市场， 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以来，16 只基金平均获得了 8.03%

的净值增长。 其中，净值增长最多的

是华安黄金易 ETF 链接 C,共取得了

8.78%的收益。 此外， 华安易富黄金

ETF、国泰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的净值增长紧随其后。

尽管过去 4 个月国际金价累计

了不少涨幅， 但业内人士表示，

2019 年黄金市场仍有机会。 乾明资

产总经理李昊庭在接受信息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黄金近期的上涨主

要原因是多方面的， 近期美股持续

暴跌令全球投资者对未来股市的不

确定性产生恐慌， 需要买入黄金进

行对冲。 同时美债长短债利差倒挂，

从历史数据看预示着美国经济增长

已见顶并可能步入低增长阶段。 回

溯过往， 黄金在经济低增长阶段的

绝对收益率有 6%以上， 此时的黄金

对投资机构而言具有配置的价值。

而且全球央行自 2018 年以来在持续

不断的买入黄金， 比例已占到了当

年黄金需求量的 10%， 央行从以往

的黄金供给方变成了黄金的需求方，

意义重大。 近期， 美联储对加息的

表态由鹰转鸽， 强势美元这一压制

黄金的因素在弱化， 也有利于黄金

价格的上涨。 除此以外， 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回调预期， 促使

通过黄金来对冲的国内投资者增多，

这是上海金比外盘金更强的原因。

据此， 投资者通过黄金基金来投资

黄金是比较好的途径， 能分享黄金

上涨的收益。

黄金有阶段性趋势行情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也表示，

近期美国的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参差

不齐， 对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

加大， 美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走弱，

这可以看成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

下降， 近期黄金价格也随之上涨。

另外， 在经济数据出现放缓迹象的

情况下， 美联储会对加息节奏重新

审视， 预期加息节奏会继续放缓，

因而国债收益率下行， 黄金仍有上

行空间。 但是一旦经济数据好转，

美国重回加息路径 ， 黄金则会下

跌。

她指出， 2016 年 6 月以来美国

经济强劲， 美联储持续加息， 黄金

机会成本持续走高， 黄金价格下跌，

但目前美国经济放缓迹象出现， 美

联储加息节奏大概率放缓， 持有黄

金的机会成本短期有下行趋势， 因

此， 2019 年黄金有阶段性趋势行情，

但需要密切关注美国的经济状况以

及美联储的加息节奏。

黄金 ETF收益比较稳健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投资

于黄金的基金可以分为黄金主题基

金、黄金 ETF、黄金 ETF 联接基金和

黄金 QDII 基金。 这几类基金基本上

都和金价有很大的相关性，区别主要

在投资标的上的差异，投资者可以根

据自身需求购买。

然而，在投资方式是否选择定投

上，业内人士有着不同的建议。 乾明

资产总经理李昊庭认为， 定投黄金

ETF 的方式比较稳健， 可以分散风

险，平滑收益。 这是适合在长期看好

黄金的基础上，为了尽可能规避中间

的下跌风险而采取的一种投资方法，

以获取黄金上涨的平均收益。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则不建议

定投黄金基金。 她认为，黄金的波动

相比股票指数波动较小，而且周期性

不是很明显，因此不建议定投。 定投

建议选择波动较大， 且具备一定周

期，并且可以不断更迭的标的，比如

指数型基金， 尤其是宽基型指数基

金，指数标的会更新，指数也保持一

定活力。

黄金主题基金

黄金主题基金区别于投资实物黄

金的基金产品，主要投资和黄金相关的

股票以及其他证券，走势除了和股价相

关，还和公司业绩相关。

乾明资产总经理李昊庭向记者介

绍，黄金主题基金可投资于包括黄金类

上市公司、黄金

ETF

等与黄金相关的资

产 ，基金仓位可高可低 ，适合在黄金牛

市中选择，追求高弹性且风险承受度高

的投资者可以配置。 在金价调整时可降

低仓位 ，规避下跌风险 ，对基金经理的

水平要求度也高，投资者选择时应注意

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是否跑赢金价涨

幅及同行排名。

黄金 ETF

黄金

ETF

是 被 动跟 踪 黄 金 价 格

走势的有效工具 ，可像买卖股票一样

直接在股票交易软件下单 ，手续费低

廉 ，进出方便灵活 ，适合只追求获 取

金价平均上涨幅度的短期投资者 。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表示 ，黄金

ETF

是 投 资 上 海 黄 金 交 易 所 现 货 黄

金合 约 的 ， 是 最 便 利的 黄金投资工

具 ，基本和国内的金价同步 ；如 果 投

资者 仅 想投资黄金 ， 建 议 选 择黄金

ETF

基金 ，申赎方便 ，而且可以

T+0

操作 。

黄金 ETF联接基金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指出，黄金

ETF

联接基金主要投资目标为黄金

ETF

，间接

投资实物黄金，中间会有略微偏差。

乾明资产总经理李昊庭表示，黄金

ETF

联结基金是将

90%

基金资产投资于

黄金

ETF

，剩下的可投资国债的其他收

益类资产 ，具有增强收益的特征 ，适合

习惯通过银行柜台或基金公司网站办

理申购赎回的投资者，或者没有股票账

户的投资者。

黄金 QDII

黄金

QDII

主要投资境外有实物黄

金支持的黄金

ETF

， 紧密跟踪国际金

价。 乾明资产总经理李昊庭分析指出，

黄金

QDII

目前主要投资于海外黄金

ETF

， 相较国内黄金

ETF

来说成本较

高 ， 不适合一般投资者 ， 但有些黄金

QDII

可以投资海外黄金期货和衍生品，

杠杆很高， 属于高收益高风险类别，在

投资时一定要咨询清楚，否则在极端行

情下可能产生巨大亏损。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指出，投资黄

金

QDII

会涉及到美元和人民币升值的

损益 ， 相关费用要比其他类型基金更

高，赎回速度也比较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