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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财富

□本报记者 耿晓筠

A股在“猛涨夹急跌”行
情中走完7月。本周五，A
股以“涨”势收官，沪指涨
0.71%，深成指涨1.27%，创
业板指涨1.89%，科创50指
数涨2.72%。数据显示，截
至7月31日，整个7月沪指
累计上涨10.90%，深成指上
涨13.72%，创业板指上涨更
是达到14.65%，造就了A股
1年多以来罕见的快速且强
势的行情。

8月A股是否会延续牛
市行情？分析师认为，A股
市场中期看多维持不变，投
资者可关注高景气度行业优
质标的，等待轮涨机会。

整个7月，资本市场最
熠熠夺目的非黄金莫属，金

价一路上涨可谓“疯狂”。本
周，金价触及历史记录新
高。周五，国际现货黄金最
高上涨至 1979.86 美元/盎
司，收于 1975.00 美元/盎
司，距离2000美元关口只差
一小步。作为避险工具，黄
金价格再次证明了自己的

“硬度”。对于这波黄金走
势，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贬值
是关键因素。美银预测，今
年下半年黄金将突破2000
美元/盎司，在未来18个月，
金价将达到 3000 美元/盎
司。

基金市场上演“冰火两
重天”，多只新基金募集失
败。刚刚过去的7月，新基
金“扎堆”发行“圈钱”，火爆
异常。但在火爆气氛中，并
不是所有产品都得意。据统

计，7月以来，有11只基金
单日大卖100亿以上。而与
此同时，多只新基金未能达
到募集门槛，宣告发行失

败。业内人士分析，小基金
公司缺乏品牌及业绩影响
力，基民不买账，导致部分
新基金销售举步维艰。

黄金证明自己够“硬”

金价逼近2000美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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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耿晓筠

在黄金价格大涨的行情
下，故宫金银币也赶来“凑热
闹”。8月3日，“紫禁城建成
600年金银纪念币”将发行。

根据人民银行公告显
示，紫禁城建成600年金银
纪念币一套共7枚，其中金
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5
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货币。该套金银纪念币正
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并刊国名、年号。背面图
案共7幅，看点多多：其中面

额为1万元的1公斤圆形金
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紫禁城
俯瞰景观，辅以祥云组合设
计；面额为50元的3克圆形
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铜
鹤、大吻造型，辅以旭日、祥
云等组合设计；面额为600
元的2公斤圆形银质纪念币
背面图案为太和殿内景，辅
以装饰图案组合设计；面额
为5元的15克长方形银质
纪念币共3枚，背面图案分
别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建筑造型，辅以祥云及台基
等组合设计；面额为2元的5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为麒麟造型，辅以宫门、装饰
纹样等组合设计。

近年来，故宫已经成为
名副其实的“带货王”，各种
周边产品广受市场追捧。据
了解，本套金银币最受市场
注目的当属两块“金银砖”，
其中1公斤重的纯金圆形金
质纪念币，发行量仅有100
枚，绝对称得上“一砖难
求”。与此同时，2公斤重的
纯银圆形银质纪念币的发行
量也不大，发行量为 3000
枚。而3克圆形金质纪念币

最大发行量为6万枚，15克
长方形银质纪念币和5克圆
形银质纪念币发行量则相对
较大。

如何购买收藏这套价格
不菲的故宫金银币？记者了
解到，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
金币网上商城等金币直销渠
道、商业银行及特许零售商
门店等渠道预约购买。据
悉，目前，工、农、中、建、交、
邮储、招商、民生、兴业、银联
等商业银行均已开通线上预
约通道，采取预约抽签、分级
抢购等方式销售。

故宫“带货”了

紫禁城建成600年纪念币将发行

制图 张一凡

新华社纽约7月31日
电 受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
持续、财政赤字大增及经济
基本面受疫情冲击等因素影
响，美元汇率近期大幅走低。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通
货膨胀预期给美元带来长期
贬值压力，投资者可能不会
像数年前那样追捧美元、美
股及美国国债，更多资金将
流向欧元区等经济体。

宏 观 经 济 研 究 机 构
MRB合伙公司执行合伙人
菲利普·科尔马7月30日表
示，从短期看，美元会因美国
经济增长乏力、政治不确定

性较高持续承压；从长期看，
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等因
素持续存在，可能拖累美元
储备货币地位。

科尔马认为，从更长远
角度看，美元、美股优异表现
难以延续，投资者可以有选
择地增持非美国资产，优先
方向应为亚洲新兴市场、欧
元区、日本等。不过，科尔马
表示，美元和美股的主导地
位不会突然失去，整个过程
可能持续多年。

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
席投资官莉萨·沙雷特近日
表示，美元正“失去光泽”。

沙雷特说，美元弱势可能持
续一段时间，导致美国通货
膨胀率走高、股市下行。

沙雷特认为，投资者可
通过增持大宗商品期货、美
国以外发达国家股票和新兴
市场资产对冲美国市场风
险。

除美国自身问题外，外
部市场因素也影响机构对美
元的信心。

瑞银集团金融服务公司
美洲地区首席投资办公室负
责人索利塔·马塞利表示，欧
盟通过7500亿欧元的“恢复
基金”，让投资者增加对欧盟

经济和欧元的信心，欧元对
美元汇率将持续上升。

沙雷特表示，欧盟经济
刺激方案的达成，令美国国
债收益率优势变弱，再加上
美国债务和财政赤字急剧扩
大，预计多国中央银行将卖
出美元以调整外汇储备结
构。

在 线 外 汇 交 易 平 台
OANDA 高级市场分析师
爱德华·莫亚说，美元正“失
去皇冠”。他预计，如果欧元
区能够有效防控疫情，投资
将向欧洲市场流动，可能导
致美元进一步走弱。

美元弱势延续
或改变国际资本流向
分析人士认为更多资金将流向欧元区等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