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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及相关品种一周市场回顾及展望（0926）

本周观点：弱势震荡为主

上周观点：多数品种延续震荡盘整（截止上周五，有色综合绝对价格指数报 32473.8，较上一

周涨 3.10%；铜报 37782.6，涨 0.31%；铝报 13289.5，涨 5.82%；锌报 18206.2，涨 1.48%；镍

81000，涨 4.25%。不锈钢指数报 72.1，涨 0.46%。氧化镨钕主流报价 24.6 万元/吨，跌 0.81%。））

（一）宏观方面情况：

� 国内

- 继上一周发布投资、信贷、用电量相关数据后，上周国内消息清淡。本

周可以关注的是中国 8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中国 9 月财新制造业 PMI

数据。

� 美国

- 美国 8 月零售销售下滑 0.3%，低于预期值。控制数据也下滑了 0.1%，

低于预期 0.3%的增长率。其中，控制数据是与 GDP 中的消费紧密有关的。

- 美国 9 月独立屋建筑商信心指数最终的结果为 65，而这个指数在 8 月

最终结果是 59，创 11 个月以来高位。

- 美国 8 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降至 114.2 万户，低于预期值 119.0 万

户。此外美国 8 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 533 万，谘商会领先指标环比-0.2%，也都

不如预期并不如前值。

- 美国 8 月制造业产出环比也下降 0.4%，创近半年以来最大环比降幅。

- 近一周美国发布的较重要经济数据大多较差，这显示出美国经济增速复

苏，前景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高盛近期就将三季度 GDP 增速跟踪预估下调 0.1%

至 2.8%。

- 或是考虑到经济增长不稳定，美联储 21 日宣布了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0.25%至 0.5%不变，不过也同时表示再次加息的条件有所加强，但是决定等待更多

证据表明通胀和就业朝着美联储的目标进一步改进再启动加息。

- 上周最重要的消息就是美联储利率决议，近期美国经济数据一直参差不

一，因此本次美联储按兵不动也是在预期之内，当日美指也只是小幅下跌。

- 不过自去年宣布启动新一轮加息周期以来已经 9 个多月，美国通胀虽然

未到 2%升速，但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经济已经确认转好，且为吸引资本回

流，相信接下来 12 月美联储加息的可能还是较大，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下。

� 日本

- 2 日本央行公布了利率决议，维持利率-0.1%不变，但修改了新 QQE 政策

框架。包括：取消所持日本国债的平均期限 7-12 年的目标；在执行 QQE 的同时

附加附加收益率曲线控制机制；并将将继续购买日本国债直至 10 期债券收益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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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入通胀超调承诺，即继续扩大基础货币直至通胀持续稳定在 2%的目标以上；

灵活购买不同期限的日本国债，等一系列内容。

- 日本后市大量在私营部门购买资产的可能很大，总的来说，就是将负利

率作为今后扩大宽松的一个主要备选方案了。

- 日元贬值肯定有利于日本出口,从而有助于刺激国内经济。但日元急剧贬

值,损害了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使日元成为重要国际结算、储备货币的努力。

- 此外，日本央行也表示经济不再处于通缩状态，但通胀回升还需一段时间。

� 欧元区

- 欧元区 9 月综合 PMI 初值降至 52.6，创 2015 年 1 月来最低水平，

其中，因服务业活动萎靡，德国 9 月综合 PMI 初值降至 52.7，创 16 个月最低

水平，但法国 9 月综合 PMI 初值则创 2015 年 6 月以来最高水平，其服务业活

动扩张加速。

- 欧元区经济复苏发展也并不平稳。

� 其他

- 22 日，新西兰联储货币政策决议也维持官方现金利率在 2.0%不变，并在

随后发布的货币政策声明中称，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也将需要进一步放松政策。

� 小结

- 利率决议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始终处于绷紧的状态中，不过事实证明各国央

- 行的决议都在预期之内。其中美联储 9 月未加息，也令市场把最后期望

寄于 12 月会议上，大宗商品暂且能得以喘息。而除了美国之外的日本、新西兰等

都更倾向于宽松货币政策。

- 也由于全球各国经济复苏或者增长态势并不稳健，大宗商品总体还是处于

多处危机之中，若宏观面支撑不足，价格继续发力也存疑，或许会更多回归到基本

面上来。

（二）有色各品种情况：

1. 铜：

���� 上周回顾：

- 上周观点：或紧守 37000 一线 反抽不足仍存回落趋势

- 市场方面：上周铜价坚挺整理上冲趋势明显，大有突击 38000 全力回补前

期跌势表现，而现货市场心态配合挺价，致使升水稳住 100 位，周二至周四下游有

备货情绪，成交尚可。南北差距看，南方升水稳住且加工企业拿货增多，库存下降

较明显，至今天升水拉平于华东市场；北方升水不稳明升暗降，下游企业仍压价接

货，多长单发货，散货成交一般。

- 冶炼厂方面：据我的有色网铜组了解，目前冶炼厂生产情况稳定，原料供

应端相对充足，进口矿现货略显紧张，但冶炼厂备库充足，直接支撑长协价格持续

于 100 美金上方。最新调研显示，9月份冶炼厂产能利用率环比有增加，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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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铜组月报。五矿湖南检修已经结束，上周四投料已经进入正常生产，影响幅

度有限。据了解，客户反馈交通运输部门专向行动致使运费的上涨，目前还没有完

全影响到企业拿货生产，只是稍有增加采购成本。

- 库存方面：上期所完税总计 12.9122 万吨减少 0.5549 万吨；上期所（上海

部分）现货 8.564 万吨，减少 0.5763 万吨，其中期货 1.5103 万吨，增加 0.1872

万吨；上海其他仓库现货 2.6 吨，减少 0.2 万吨；上海保税区 51 万吨，环比减少

1万吨；广东库存 1.912 万吨，减少 0.453 万吨，无锡库存 0.82 万吨，减少 0.274

万吨。

- 需求方面：上周下游拿货有所好转，华东市场大户积极报价且有捂货表现，

致使部分品牌暂时紧缺，下游加工企业询价情绪积极。从反馈看，国庆节前仍有看

涨情绪，基本预期在不断释放，且自 8 月份以来加工企业订单环比增长明显。

� 本周预测：近期数据显好，而国内投资者预期的金九银十逐步显现，9 月份加工企

业确实出现一些好转带动铜消费，但整体支撑力度仍未凸显。我们仍建议不宜过分

乐观，持续关注“银十”的消费表现，谨慎反抽下的回落趋势，本周预期区间

4881-4725 美元/吨。沪铜月底主力移仓，注意主力 1612 合约区间 37130-37950 元

/吨内整理表现。

2. 铝：

����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国内氟化铝综合报价 5800-6200 元/吨，环比上涨 100 元/吨，

各个氟企按需生产。上涨的原因：9月受运输影响，山东、河南等地区运费预计上

调 35%左右；8 月份的环保压力使得各个氟企的产能有所释放；季节性原因使得每

年 10-12 月是氟化铝的旺季。国产矿方面，由于运费政策的改动，山西地区受到影

响较明显，但是预计并不会对铝土矿市场带来大的影响，河南地区受到的影响较弱。

电解铝：上周国内现货铝价大幅上涨，主流地区市场成交各异。华东地区周均价为

12830 元/吨，涨幅为 1.96%；华南地区本周均价 12712 元/吨，涨幅为 1.61%。西

南地区周均价 12706 元/吨，涨幅为 1.20%。北方地区本周均价 12700 元/吨，涨幅

为 0.99%。受限装令政策影响，华东以及华南市场铝锭现货价高升水，市场货源持

续偏紧，持货商报价大幅攀升，贸易商以及下游企业意愿强劲，市场看涨气氛浓厚，

市场表现活跃。北方地区以及西北地区、华南地区铝锭价格小幅升水，持货商稳定

出货，下游按需采购，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 冶炼厂方面：9月山东兖矿科奥铝业正式宣布全部关停，涉及产能 6 万吨，

月底完成。

- 库存方面：截止本周一统计，主流地区现货铝锭库存总量减少，全国总库

存减少 2.5 万吨，总量至 24 万吨。铝棒库存方面：佛山 1.8 万吨，无锡 0.08 万吨，

南昌 0.9 万吨，三地总量较上周一减 1.02 万吨。

- 加工费方面：由于市场需求增量仍相对有限，A356.2 供应量也较为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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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费整体仍低位持稳。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佛山 430~480 元/吨（到厂）；无

锡 250~320 元/吨（自提）；包头 80~160 元/吨（出厂）；巩义 270~330 元/吨（出

厂）；临沂 250~320 元/吨（到厂）；南昌 330~370（到厂)。上周市场交投维稳运

行，限装令的出台使得铝棒运输略有不畅。

� 后市预测：氧化铝方面，由于氧化铝市场的回暖，预计国产铝土矿市场会有小幅度

上涨的趋势。9 月份电解铝复产及新增集中释放，需求提振致使氧化铝厂商报价坚

挺。氧化铝报价持续上调，空间维持 20-30 元/吨。电解铝方面，受铁路、汽运运

输影响，现货铝锭到货极少，导致市场货源偏紧。国庆假期前，市场看涨气氛浓厚，

持货商报价坚挺，中间商以及下游企业接货意愿强烈。短期来看，铝价表现坚挺，

震荡偏强概率较大。

3. 锌：

����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上周沪锌维持高位震荡。现货报价坚挺，主流对沪主力合约升

水 100 元吨，本周 0#锌锭现货价格最低 17660 元/吨，最高 18090 元/吨，均价 17966

元/吨，较中秋节前均价（17843 元/吨）小幅上涨 123 元/吨，涨幅 0.69%。本周锌

价整体震荡上行，加之交割货源流出，现货较为充裕，贸易商报价坚挺出货相对困

难，成交趋于清淡。上周周双燕对沪 11 月升水 110 元/吨至 120 元/吨，国产 0#注

册锌锭对沪 11 月升水 90 元/吨至 110 元/吨，但是下游按需谨慎采购，整体成交趋

弱。进口锌货源较少，持货商惜售挺价，报价与国产持平，整体成交较为清淡。总

体而言，本周锌价震荡盘整为主，期货上 18000 压力明显，近期关注锌锭社会库存

变化。

- 库存方面：本周锌锭现货库存较上周下降较为明显，总库存为 25.51 万吨，

较上周锌锭库存下降了 1.15 万吨。其中，上海地区锌锭库存为 9.42 万吨，较上周

减少 0.98 万吨。广东地区锌锭为 13.82 万吨，较上周减少了 0.24 万吨，天津地区

的锌锭库存为 1.9 万吨，较上周增加 0.1 万吨，山东地区的锌锭库存为 0.37 万吨，

减少了 0.03 万吨。

- 加工费方面：北方加工费下降至 4600-4900，南方加工费在 4300-4700，加

工费小幅下调.进口加工费维持在 80-100，小幅下调。进口矿方面，沪伦比值拉大，

进口亏损稍有缩小，但是从 8 月份的进口锌精矿数据显示，8月进口 9.27 万吨，

同比下降 68.17%，环比下降 43.73，9 月份锌精矿到港依然较少。

- 逻辑分析：从基本面，一、上周库存持续下降，贸易商节前不想囤货，积

极出货，下游节前有备货的现象，下游开工较之前没有太多好转。二、矿方面，近

期关注北方冬储情况，矿山关停情况，对锌价仍有支撑。

� 后期预测：总体来看，锌基本面并无太大变动，前期猛涨，短期回调较快。预料十

一节前维持震荡运行，沪锌在 17300-18000 区间震荡。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159.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3798.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3798.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3798.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37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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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镍：

� 上周回顾：

- 镍矿：本周高品位资源价格暂稳，成交稍有改观。据本网调研：天津港港

口高品位现货资源主流报价 400-420 元/吨。据悉：天津港港口本周高品位现货成

交，成交价格 450 元/吨；日照港口成交 Ni1.86Fe21,成交价格 470 元/吨，价格表

现总体较稳，部分资源因镍矿品位以及其它元素微差稍有不同。本周菲律宾矿山审

查消息风云再起，雨季影响多重因素影响下，矿商市场心态逐渐转暖，报价较为坚

挺。外盘市场：高品位资源本周暂无成交信息，市场外盘资源稀少，报价参考中品

味资源，市场主流报价 50-51 美金，部分矿商看涨后市，少量矿商报至 52-53 美金，

不过据工厂反馈，此价格其接货意愿较低。截止 9 月 23 日，本周国内 12 大主港镍

矿库存 1547 万吨，周环比减少 8 万吨，同比减少 60 万吨，其中连云港 365 万吨（周

减 5）、铁山港 290 万吨（周减 10），天津港 245 万吨（周增 5），京唐港 45 万

吨（周增 10）。

- 镍铁：上周张浦高镍铁采购价格定于 865 元/镍，环比上调 15 元/镍。据了

解，近期钢厂采购情况较为顺利，成交主以长协客户为主。部分贸易商资源因微量

元素微差，报价至 880 元/镍，不过此价格短期钢厂较难接受，供需双方持续市场

价格博弈。终端需求尚未改观，高镍铁上涨动力稍显不足；但进口镍铁对国内现货

市场冲击预计于明年显现，按照目前国内采购情况来看，仍以国产铁为主。同时欲

复产工厂成本日益提升，预计后期难度较大，供需格局短期难以反转，短期价格稳

中看涨，需关注国内高镍铁产能释放水平以及下游实际需求情况。低镍铁市场主流

出厂价格 2450-2500 元/吨，价格暂稳。但随着运费原料辅料价格的上涨，低镍铁

价格持续上涨。钢厂方面，西南钢厂采购价格前期询盘是 2500 元/吨，询盘价继续

上调。

- 电解镍：国内现货方面，上周上海市场现货镍价格随盘上涨，金川周均价

79680 元/吨，俄镍周均价 79400 元/吨，周内现货变动较小，商家升贴水价格基本

维持在金川升水 300-400 元/吨，俄镍升水 50-100 元/吨左右，金川与俄镍品种间

价差收窄，主因进口持续倒挂约 2000 元/吨左右，进口贸易较少，国内俄镍现货相

对偏紧。但是就目前的国内库存来看，镍板量依旧较大，促使进口关口持续关闭，

而国内现货升贴水亦受到压制，短期看，如果现货库存量持续减少，接下来或将以

解仓单为主，即使盘面价格下行，现货升水难维持上涨，但受进口偏弱提振下行空

间亦不大，预计维稳为主。

后市预测：预计本周镍价维稳为主，LME 镍运行区间：10200 -10600。现货市

场随着运费原料辅料价格的上涨，低镍铁价格持续上涨；终端需求尚未改观，高镍

铁上涨动力稍显不足。

5. 铬：

���� 铬铁：目前内蒙报价 6200-6400 元/基吨，四川地区报价 6300-6500 元/基吨。中碳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3798.html


上海钢联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铬铁 11000-11300 元/60 基吨，低碳 25 铬铁市场报价 12000-12200 元/60 基吨，微

碳 6 铬铁市场报价 12200-12600 元/60 基吨（价格为包到承兑价格）。近期高碳铬

铁不断上涨，铬铁价普遍主流价格在 6300 元/基吨，但是这个价格基本处于有价无

市状态，铁厂封盘情况较多，报价无意义因此部分地区价格并不高，部分地区报价

甚至超过 6700 元/基吨。目前整体市场而言，铬铁产量并没有明显下降，但是供应

数量有所收减。而虽然市场看涨铬铁价格，但具体幅度仍无法确定，目前工厂维持

生产，未见采购价大幅度上涨也不愿贸然大量采购铬矿。

���� 铬矿：目前南非 40-42%粉矿外盘主流报价 185-195 美元/吨，现货报价 38-40 元/

吨度；南非 38-40%原矿外盘 185-200 美元/吨，现货报价 36-38 元/吨度；南非 36-38

块矿外盘报价 175-185 美元/吨，现货报价 37-39 元/吨度。高品质资源报价：伊朗

40-42%块矿外盘报价 245-260 美元/吨，现货资源报价 50-52 元/吨度。阿尔巴尼亚

40-42%块矿报价 250-260 美元/吨度，现货报价 50-52 元/吨度。土耳其 40-42%块

矿外盘报价 250-260 美元/吨，现货资源报价 50-52 元/吨度。土耳其 46-48%粉矿

外盘报价 265-280 美元/吨，现货报价 45-47 元/吨度。伴随铬铁市场钢厂采购价的

低迷，铬铁工厂询盘积极性不佳，铬矿成交数量较少，即使普遍以 300-500 吨为主，

整体市场静待新一轮价格出台。

� 后期预测：预计铬铁采购价由于铬矿价格高位后期将上涨、铬矿现货价格连带上涨，

期货市场价格暂时稳定且具有上涨动力。

（三）不锈钢品种情况：

6. 不锈钢：

����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截止上周五不锈钢价格指数 72.1，周环比上涨 0.53%，月环上

涨 1.58%；

1. 价格：201 冷轧上周报价总体小幅下跌，佛山市场跌幅 50 元/吨，无锡市

场跌幅 100 元/吨；304 冷轧上周锡佛两地价格上涨 150-200 元/吨； 304 热轧无锡

累计上涨 200 元/吨，佛山持平；430 冷轧上周无锡继续小幅探涨 50 元/吨，佛山

持平。

2. 消息面：1、 9 月 21 日物流行政策出台，运输限载，但短途运输运费影响

不大，但此次事件导致目前市场短期运力不足，部分钢厂资源运输较慢，市场到货

量减少，板卷贸易商方面送到价格上涨。2、江苏德龙铁水已运至炼钢厂，复产在

即，复产后该钢厂产量可达 14 万吨 300 系钢坯。这个量占国内 300 系不锈钢总产

量的大概 16%左右。3、北海诚德冷线 2 号已经达产，1 号线也将于 10 月 1 日起开

始改造，预计将停产 12 天，影响产量约 1.5 万吨；与此同时，固溶 3 号线也将定

在 10 月 1 日一并展开设备检修工作，更换激光焊机，预计停产 12 天，影响热轧产

量近 3 万吨。诚德热轧减少后市场资源出现供应偏紧，市场 304 热轧节后有望挺价。

- 库存方面：2016 年 9 月中旬无锡不锈钢库存总量 163392 吨，较上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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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冷轧 96233 吨，较上期减少 0.90%，热轧 67159 吨，较上期增加 3.54%；2016

年 9 月中旬佛山不锈钢库存总量 130141 吨，较上期增加 0.7%，冷轧 85037 吨，较

上期减少 0.72%，热轧 45239 吨，较上期增加 3.48%。上周市场增加的主要为 200

系不锈钢资源，300 系库存仍维持正常库存状态。

���� 分析逻辑：200 系库存增加明显，贸易商出货压力大，个别大型代理低价抛货，所

以 200 系钢价阴跌；因 300 系冷轧仍库存压力偏小，暂时对 300 系出货并不构成威

胁，热轧方面市场资源充足，加上广青补货，市场热轧出货压力较大。

� 后市预测：200 系在市场资源补货前提下贸易商出货压力较大，上周成交不佳，本

周可能仍会延续阴跌局势；300 系上周成交不错，有贸易商反应今日成交较为清淡，

加上伦镍开盘阴跌，月底资金压力大并不排除个别贸易商抛货的可能；400 系因钢

厂控制市场发货，资源偏紧，本周钢价或将小幅上扬。

7、稀土：

� 上周回顾：

- 上周观点：镨钕类产品下行，铽镝类走强；

- 市场方面：上周稀土市场依旧低迷，下游需求方面偏弱，无明显起色。发

改委推迟本周国储招标会议，具体时间未定。本周镨钕类产品仍处于小幅下行的趋

势，钬类产品强势挺价，镝铽类产品暂稳运行，波动不大，实际成交僵持，商家以

观望后市为主。

- 氧化物方面：上周氧化镨钕仍处下行阶段，铽类小幅下滑。镝类持稳，

分离厂方面开工率低迷，重稀土氧化物产量较低，镝铽类氧化物库存量较少，原矿

分离的基本不出货，市场流通的以废料分离的为主。氧化镨钕上周主流价格 24.6

万元/吨，环比跌 0.81%，氧化铽主流 275 万元/吨，环比跌 0.9%。发改委推迟国储

招标会议，商家以观望为主。

- 金属方面：镨钕金属方面南方市场与北方市场分化较为严重，北方市场

金属厂表现较为良好，月均销量能保持前期水平，南方市场价格受到北方市场冲击，

价格进一步拉低，多数小厂已停产检修。上周大厂主流均价 31.7 万元/吨带账期，

现款 31.5 万元/吨，环比跌 0.31%，镧铈金属 2.4 万元/吨，环比跌 4.0%，钬铁继

续冲高，上周主流 31.25 万元/吨，环比涨 1.63%。

� 逻辑分析：1、发改委取消原定上周国储招标会议，市场无利好刺激，价格下调；2、

原矿分离厂开工率仍低，工厂镝铽类库存较少，对外出货意愿低；3、钬类市场需

求较稳定，现货紧张，小幅拉涨。

���� 本周预测：上周买卖双方交投情绪都不高，询盘人数不多，成交冷清，收储的再度

推迟，对目前稀土价格带来一定的压力，多数商家表示节前将不作出调整，预计短

期内稀土市场将以平稳运行为主。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2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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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详细内容，可联系客户管理员或铜稀土资讯部王宇

（021-26093257）杨文涛（ 021-26094853）、 铝资讯部张玲玲

（021-26093972）、铅锌资讯部汪兰（021-26093258）、镍铬资讯部张

徐（021-26093219）奚震威（021-26093221）、不锈钢资讯部赵广旺

（021-26093253）。观点随时会变，及时交流；据此操作，风险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