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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05 日 例会纪要

会议时间：2016 年 12 月 05 日 16:00-16:30

会议地点：六楼大会议室

会议主持：温晓红

会议主讲：孟文文、张玲玲、陈飞飞、张宇飞、唐晓晶、杨文涛、综合资讯部

参会人员：钢联资讯全体人员

会议记录：吴晓琴

记录审核：陈天飞、温晓红

本周观点：震荡上扬 整理为主

上周观点：多数品种震荡偏强整理为主（截止上周五，有色综合绝对价格指数报 38679.5，较

上一周跌 2.65%；铜报 46363.4，跌 2.80%；铝报 14082.5，跌 4.98%；锌报 22708，跌 0.96%；

镍 90900，跌 3.61%。不锈钢指数报 89.1，涨 0.46%。氧化镨钕主流报价 25.3 万元/吨，环比涨

0.40%。）

（一）宏观方面情况：

美国经济数据偏强，美指一度破102，为14年以来新高。美联储加息已为大概

率事件，关注下周三美联储议息会议决议。

欧元区经济温和复苏，但部分成员国形势不佳。后期关注意大利政况、法国大

选等。

我国11月制造业数据总体向好，但最大的动能来自于价格快速上涨，成本方压

力增大，产业结构改善与需求回升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国际方面：

- 美国三季度 GDP 增速上调至3.2%

点评：上周二美国发布了第三季度 GDP 报告：经济增速为3.2%，之前预期为

3.0%。这一增速为两年以来最高值。

GDP 增速强劲主要受到消费者开支和大豆出口大幅增长的提振。美元指数当天

温和走强。

- 美国11月制造业活动进一步扩张

点评：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数据显示，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为53.2，预估为52.2，10月为51.9。

另：金融数据公司 Markit 公布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美国11月制造业采购经

理人指数(PMI)高于初值和10月终值。美国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

54.1，初值为53.9，10月终值为53.4。其中，新订单分项指数创2015年3月以来最

高水平。

- 欧元区 11 月通胀数据稳健增长

点评：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欧元区11月份通胀年率为0.6%，环比增长0.1



上海钢联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个百分点，数据符合市场预期。欧元区11月核心 CPI 同比初值0.8%，预期0.8%。

欧元区通胀数据当前仍远低于2%目标，但近月以来一直稳步抬升。上上周发布

的欧元区各国制造业数据同样偏暖，显示欧元区经济复苏态势稳健。需要注意的是，

也因通胀数据依然离目标较远，仍不排除欧洲央行进一步采取刺激政策的可能。

- OPEC 会议达成减产协议

点评：11月30日，OPEC 正式会议成功落下帷幕，落实了8年来首份减产协议。

按照协议，OPEC 日均产量将自2016年10月约3364万桶减少约117万桶，到2017年1

月将降至3250万桶左右。

注意：1.伊朗、俄罗斯、伊拉克都表态将准备停产或减产。2.市场一直担忧沙

特和伊朗的敌对关系会给减产协议制造麻烦，但沙特方面称同意给伊朗减产豁免

权，加大达成减产协议的可能性，极大缓解了市场的担忧。

- 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欧元下挫

点评：意大利修宪公投结果公布，截至北京时间08:50，有89%的投票站公布了

结果，其中反对票占59.7%，赞成票占40.3%。因修宪公投失败，意大利总理伦齐宣

布辞职，伦齐在电视演说中对全国表示，他的总理生涯止步于此。

意大利修宪公投触动既得利益者蛋糕，公投失败，改革难成，市场对于意大利

经济尤其其银行业前景不看好。——之前欧洲央行在整个欧元区推行货币宽松政

策，在刺激欧洲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埋下了债务规模空前扩展、银行业不良资产比

例飙升的祸根。 —欧元在结果公布后大跌，欧元兑美元跌至1.0534的20个月低位。

 国内方面：

- 房贷新一轮收紧

11月28日晚间，天津、上海同时发布收紧房贷政策。这意味着，继新一轮限购

收紧后，新一轮限贷拉开帷幕。

上海：首套房认定由之前的“认房不认贷”收紧为“认房又认贷”，且首套房

首付比例由之前的30%提升为35%。同时公积金政策也有变动，包括调高二套改善房

的首付比例、调高二套普通利率上浮比例、下调二套普通个贷限额等。

天津：首付比例全面上调，本市户籍首套房首付比例由20%上调至30%，二套房

由30%提升至40%。

- 两大制造业指数背离

11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7%，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该指数最近两个月上升明显，达到2014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值。

新订单指数为53.2%，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高于临界点，

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保持增长态势。

1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50.9，较10月回落0.3个百分

点。但依然是2014年8月以来次高水平。

官方制造业和财新调查样本不同，导致数值偏差。表明供给侧改革出现了阶段

性、局部成果，但后期经济的下行压力并不小，经济增速上不宜乐观，更应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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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改革是否在持续推进。

（二）有色各品种情况：

1. 铜：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上周上海现货铜价下跌为主，周内最高 48350 元，最低 46350

元，均价相比上周下跌 2000 元/吨。期铜周一最高至 48000 元/吨，之后开始承压

震荡走低。时逢月底下游拿货需求不佳，导致现货市场成交不理想，铜价难以支撑，

同时近期热钱有退出市场迹象，但热钱退出并不多，因此铜价依然有上涨趋势。

- 冶炼厂方面：上周冶炼企业出货情况相比前一周周减少，年末冶炼企业谈

长单为主，因此出货意愿不强，且现货已开始贴水，冶炼企业出货意愿大减。广西

某冶炼厂发货广东市场减少，一周发货 2000 吨左右；云南某冶炼厂发货广东市场

减少，一周发货 1200 吨左右；福建某冶炼厂发货广东市场，一周大概 800 吨。目

前冶炼厂发货至上海市场同样减少；山东市场冶炼厂本周当地发货为主，不过有个

别冶炼企业依然以出口为主。

- 库存方面：上周库存：上期所完税总计 13.37 万吨，减 0.87 万吨；上期

所（上海 部分）现货 7.88 万吨，减 1.21 万吨；期货 2.9 万吨，增 0.18 万吨；上

海其他仓库现货 1.4 万吨，减 0.7 万吨；上海保税区 47.05 万吨，减少 0.6 万吨；

广东库存 1.49 万吨，增加 0.009 万吨，无锡库存 0.642 万吨，维持不变。

- 需求方面：铜下游市场企业开工率有所下滑，采购情绪不积极，上周铜价

出现下跌趋势，下游企业只是按需采购。大型铜杆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至平均 60%

左右，铜管、板带企业下降至 60%左右，而棒材产能利用率下降至 50%左右。

 后市预测：12 月 2日沪铜 1702 合约振荡整理至 46630 元/吨，因中国房市调控趋

严及临近年底资金紧张，引发多头获利了结；不过虽有资金获利退出，但热钱总量

依然在有色产业当中， 因此热钱炒作热度依然存在，短期内铜价依然有反弹回涨

机会，本周看震荡上扬，沪铜主力 1702 合约 46600-47800 元/吨，美金铜 5720-5860

美元/吨。

2. 铝：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上周国内主流市场现货铝锭价格下跌明显，市场整体表现谨慎。

华东地区周均价为 14142 元/吨，跌幅为 4.38%；华南地区本周均价 14496 元/吨，

跌幅为 6.54%。上周铝价下跌幅度较大，市场整体表现一般。由于运输得到缓解，

市场到货量集中增加，华东地区整体增幅较大。持货商库存压力较大，换现意愿强

烈。下游企业逢低价积极接货，整体成交一般。

- 冶炼厂方面：11 月内蒙锦联电解铝开始投产，目前运行产能 80 万吨，今

年预计新增 15 万吨。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月中旬通电，但 2016 年只能

通电 2万吨左右，其余 2017 年继续生产。



上海钢联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 库存方面:电解铝：截止 12 月 5日统计，全国主要市场电解铝库存总量增

加 1.8 万吨，总量至 31.6 万吨。铝棒：佛山 1.42 万吨，无锡 0.35 万吨，南昌 0.075

万吨，三地总量较上周四增加 0.035 万吨。

- 需求方面：佛山 160~260 元/吨（到厂）；无锡 250~350 元/吨（自提）；

包头 70~180 元/吨（出厂）；巩义 280~350 元/吨（出厂）；临沂 300~360 元/吨（到

厂）；南昌 430~520（到厂)。主流消费地交投平淡，需求走低，订单萎缩或加剧。

 后市预测：上周电解铝价格下行对氧化铝价格上涨造成一定压力，但短期供需格局

没有改善。而环保问题成为近期焦点，不论结果如何，价格上限态势延续，本周价

格上涨至 2850-2950 元/吨。从目前运输状态以及各地到货情况来看，运力问题有

所缓解，主流地区到货量增加给铝价带来了压力。但电解铝成本明显抬升，对铝价

又形成一定的支撑。短期来看，在基本面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铝价维持宽幅震

荡概率大。期铝运行空间 13000-14000 元/吨，现货铝价运行空间 13500-14500 元/

吨。

3. 锌：

 本周回顾：

- 市场方面：上周沪锌冲高回调，继周一涨停板之后，锌价大幅回调。本周

0#锌锭现货成交价在 22500-24330 元/吨，均价 23415 元/吨，较上周均价上涨 1429

元/吨，涨幅 6.5%。锌价大幅拉涨，贸易商保值盘被套，市场可流通货源偏少。持

货商报价坚挺，国产主流品牌对沪主力升水 20-40 元/吨，整体成交较为清淡。沪

伦比值上修，进口亏损缩小，市场进口锌货源增加，但是报价普遍坚挺，整体成交

一般。下游普遍畏高，减少厂里常备库存，逢低备货，市场需求较为稳定，现货库

存呈下降趋势。11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1.7，经济增长转稳信号明确，利好大

宗商品市场。短期锌价以震荡整理为主，市场看涨趋势不变。

- 库存方面：21 日据我的有色网统计：全国锌锭总库存 21.10 万吨，减少 0.14

万吨；其中上海 7.13 万吨，减少 0.45 万吨；广东 11.75 万吨，减少 0.05 万吨；

天津 2.04 万吨，增加 0.34 万吨；山东 0.18 万吨，增加 0.02 万吨。

- 原料成本方面：上周锌精矿价格随锌价先扬后抑，从市场价格来看，济源

锌精矿均价在 16602 元/吨，上涨 5.33%，郴州锌精矿价格费 16602 元/吨，较前一

周上涨 5.53%。云南地区锌精矿价格为 16577 元/吨，较前一周上涨 5.34%。从锌锭

价格来看，沪锌持续，锌矿价格一路攀升，矿山利润可观。从国内加工费来看，国

产锌精矿加工费依旧有所下滑。南方地区加工费报至 3600—4000 元/吨，北方地区

普遍报至 4000—4200 元/吨，据了解，湖南花垣县环保已过，部分矿山陆陆续续复

产 11 月已产出 1 万吨。另一方面，北方矿山关停越来越多，料 11 月份锌矿产量小

幅下滑。

- 港口库存方面：本周锌矿港口库存为 4.45 万吨，较上周 3.22 万吨，增加

1.23 万吨，部分为保税区库存，库存增加主要原因是连云港有到货，报关卸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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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还未拉走，铅精矿到港 10918 吨，锌精矿到货 12309 吨。从进口矿价格来看，

进口散单以 50 美元的加工费，进口矿到国内港口的价格为 18022 元，按照国内加

工费为 4000 元/吨为基准，50%锌精矿的金属吨价格为 16940 元，进口亏损了 1082

元。目前来看,进口矿亏损依旧存在，导致市场采购进口矿积极性热情不高，但北

方市场冬天矿山供应紧张，部分冶炼厂之前有点价进矿。12 月 1 日，嘉能可表示

2017 年 Antamina 由于品位提升会有 9万吨的增量，但是否复产还在继续评估。短

期来看，锌矿紧缺并未能得到改善。

 本周预测：近期进口矿到港增加，国内冶炼厂原料库存暂稳，短期锌价以震荡整理

为主，预计本周沪锌在 22000-24000 区间震荡。

4. 镍：

 上周回顾：

- 镍矿：上周高品位现货价格大幅跳涨，供需失衡下的高品味现货市场炙手可

热，市场询盘活跃，成交冷清。根据近期成交价格表现来看，镍矿上周中高品位外

盘报价上调7美金左右，四季度菲律宾高品位外盘资源靠港有限，近期危地马拉等

地资源陆续到港，因镍矿实际品味较好，报价稍高于市场主流报价。因高品位港口

资源占比有限，中品味港口询盘积极，有价无市。供需双方价差分歧明显，港口镍

矿因货权以及堆存时间等问题，成交较少。据悉：北方某工厂采购Ni1.9高品位现

货，成交价格至595元/吨。期镍回调降温矿商看涨情绪，短期预计高品位现货矿趋

稳为主。低镍矿方面：江苏某工厂采购NI1.1Fe50，成交价格230元/吨，该品质资

源因Al含量较低，价格稍高于市场主流报价。镍矿四季度供应缩窄趋势明显，预计

后市价格稳中看涨。

- 镍铁：华北某钢厂本周初确定12月高镍铁采购价格为1000-1020元/镍（到厂

含税），江苏某钢厂本周高镍铁采购价格暂未确定。由于高镍铁生产成本较高，部

分高镍铁供应商依旧挺价。上周低镍铁市场主流出厂价格2900-3000元/吨，持稳状

态。

- 电解镍：上周上海市场电解镍价格随盘下跌，金川周均价跌约 0.39%，俄

镍周均价跌约 0.48%，升贴水小幅变动，周五金川升水 250 元/吨，俄镍贴 50 元/

吨。虽然上周绝对价格下行，终端依旧按需采购为主，整体成交一般。沪镍仓单方

面，沪镍 1701 与无锡 1612 之间的价差较小，仓单报量增多。

- 库存方面：上周全国 14 大主要港口镍矿库存 1457 吨,环比下降 65 万吨。菲

律宾港口发货迟缓现状暂未缓解，同时因雨季影响，矿山可出实际资源量有限，加

剧了近期港口到港镍矿数量。

 后市预测：震荡维稳，预计下周 LME 镍运行区间：10800-11800。

（三）不锈钢品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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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锈钢：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截止上周五不锈钢价格指数 89.1，周环比上涨 0.46%，月环上

涨 6.57%；

- 价格：板材方面：200 系呈现上扬趋势，201/2B 上调 300 元/吨；300 系上

周钢价进行了小幅调整，304/NO.1 累计上涨 100-200 元/吨左右，304/2B 佛山地区

补跌 250 元/吨；430/2B 也是窄幅运行调整的幅度也在-50-100 元/吨。棒线材方面：

300 系圆钢青山方面由于前期下调过多，上周也是处于补涨阶段，而华新丽华、永

兴在前 2 周都有一定程度的回调。400 系方面钢厂的 12 月份盘价基本都以出台，

涨幅都 600-800 元/吨以上，出厂价全都达到 9000 以上的水平。

- 分析逻辑：华东某钢厂的新一轮的镍铁采购价已经出台，1010 元/镍，虽然

钢厂方面想把价格压回 1000 元/镍以下，但是市场表现还是相对坚挺，高铬原料方

面，前期青山和宝钢分别开出了 10595 元/50 基吨和 10800 元/50 基吨的价格，今

日太钢新一轮的采购价正式出台，10400 元/50 基吨，环比涨幅在 1100 元/吨，铬

铁价格依旧坚挺，目前原料端仍给予不锈钢有力的支撑。

- 库存方面：佛山不锈钢库存总量 11.15 万吨，较上期减少 0.33%；无锡不

锈钢库存总量 13.66 万吨，较上期减少 2.28%，其中，200 系 5.64 万吨，较上期减

少 0.16%，300 系 15.39 万吨，较上期减少 2.56%，400 系 3.76 万吨，较上期增加

1.56%。库存方面继续呈现下滑趋势。

- 成交方面：目前价格趋于平稳，大部分市场资源也只是进行小范围的调整。

但是临近年底，市场成交方面还是略显疲软，大部分商家也表示哪怕近期下调价格，

对于实际成交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后期走势预测：就目前来看，原料端依旧相对坚挺，12 月份出现大幅回落的可能

性较低。虽然下游需求情况不是很好，但是降价的实际成效也有限，因此在原料端

支撑下，不锈钢成品依旧相对稳定大多只是进行一定程度的小幅调整，预计短期内

市场仍将保持该基调窄幅前行为主。

6、稀土：

 上周回顾：

- 上周观点：稀土主流产品继续上行

- 市场方面：上周稀土市场维持上扬趋势，镨钕铽镝类产品均有一定幅度上

调。市场询盘较为积极，但因价格处于高位，在市场处于不明朗的情况下采购商都

较为谨慎，成交很有限。而近期因国储预期升温，市场看涨情绪不减，持货商仍持

惜售情绪，以企涨观望为主。

- 氧化物方面：原料端因现货流通量较少，镨钕市场因现货供应吃紧上周国

内报价继续小幅上调，市场主流报价 25.2-25.4 万元/吨，参考报价 25.3 万元/吨，

环比涨 0.40%，部分商家 25/75 氧化镨钕现货报价至 25.6 万元/吨。稀土价格上涨，

询盘显得十分积极，市场也因此活跃，商家随行就市，联合抬价。氧化铽报价 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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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千克，涨幅达 3.66%。氧化铽涨幅过高，下游需求一般，商家不敢有囤货计划，

高位成交困难。氧化镝小幅上扬，上周市场主流报价 1240 元/千克，环比涨 0.81%。

氧化钆询盘一般，小幅跟涨，主流报价 6.9 万元/吨，涨 1.47%。

- 金属方面：镨钕金属上周报价主流报价 32.7 万元/吨，环比涨 0.62%，金

属铽主流报价 3900 元/千克，环比涨 3.31%；镝铁 1260 元/千克，涨幅涨 0.80%，

一次钆铁主流报价 8.3 万元/吨，环比涨 1.22%。下游磁材企业需求一般，部分商

家上调钕铁硼毛坯价格，目前也无补货迹象，对于后市普遍以观望为主。

- 逻辑分析：1：市场现货紧张，采购困难，商家抬价态度强硬；2：北方稀

土本月挂牌价继续拉涨，市场随行入市抬高报价；3：南方地区分离厂开工率较低，

产量有限，引发价格继续上调。

 本周预测：目前市场镨钕价格已高于包钢国贸上月镨钕指导价，本月包钢很大可能

将继续拉涨镨钕，在商家的联合抬价下，短期内稀土主流产品仍会有上升空间。

声明：

市场在变，观点随时会变，及时交流；

据此操作，风险自负！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