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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16 日 例会纪要

会议时间：2017 年 1 月 16 日 15:30-16:30

会议地点：六楼大会议室

会议主持：温晓红

会议主讲：王莉、佟以来、汪兰、张宇飞、刘芳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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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运行为主 强弱依旧有所分化

上周观点：本周延续震荡 强弱有所分化（截止上周五，有色综合绝对价格指数报 38514.2，

较上一周涨 3.30%；铜报 47360.9，涨 4.70%；铝报 13280，涨 4.69%；锌报 22662.8，涨 4.07%；

镍 85200，跌 0.23%。不锈钢指数报 92，跌 0.66%。稀土氧化镨钕主流报价 25.9 万元/吨，

环比无变化。）

（一）宏观方面情况：

 企业及居民中长期贷款一升一降

2016 年 12 月末 M2 和 M1 增速分别回落至 11.3%和 21.4%，显示货币供应放缓，

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不过，12 月信贷却出现上扬。

12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04 万亿元，同比多增 4466 亿元。其中，去年 12 月企

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加，单月新增 6954 亿元，同比多增 3490 亿元。随着实体经济

效益好转，有补库需求也有投资需求，带动融资需求上升。

尽管 12 月居民中长期信贷仍处高位，不过 12 月增量降至 4217 亿元，较上月

减少 1475 亿元，预示房地产调控措施显效，楼市销量开始降温。

 2016 年外贸前低后高，2017 年外贸压力大

以人民币计价，2016 年，我国货物出口同比下降 2%，降幅较 1-11 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 0.6%，增速由负转正。2016 年我国外贸呈现前低后高、

稳中向好走势。同时，国内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带动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

增加。

2016 年我国出口钢材 1.08 亿吨，下降 3.5%；进口钢材 1321 万吨，增长 3.4%；

进口铁矿石 10.24 亿吨，增长 7.5%。

不过，2017 年，外贸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外需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不

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外贸下行压力加大。

 2016 年 CPI 温和上涨，PPI 大幅上涨

12 月份 CPI 温和上涨，PPI 涨幅扩大。其中，食品价格环比稳定，主要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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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上涨，导致 PPI 同环比涨幅扩大。

一方面，受汇率波动等多因素影响，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升了部分工业

品出厂价格；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稳定增长，去产能、去库存政策的效

果显现，供需关系逐步改善。

 2016 年经济运行及 2017 年展望

2016 年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 GDP 增速都是 6.7%，预计全年在 6.7%左右。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态势。“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初

步成效；继续简政放权；创新驱动深入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城镇化稳步

推进；工业生产、需求好转、价格持续回升、盈利改善。

社科院预计2017年经济将增6.5%左右，经济增速略有回落。国信中心预测2017

年工业增加值增速 5.9%-6.1%，增速仍处于低位企稳。

2017 年面临风险：全球经济增长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升，我国出口难有改

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资本外流压力和人民

币贬值预期可能上升。

（二）有色各品种情况：

1. 铜：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上周沪铜整体明显上涨，换月前市场升水出现下降趋势，好铜

从周一的升水 80-90 元下降至周五的贴水 10-20 元，成交相对活跃。周一、期铜

市场高开高走，下游备货需求已有体现，不过由于铜价上涨动力强劲，从而使部分

采购商采购情绪表现谨慎，成交表现尚可。市场好铜升水 40-50 元/吨，平水铜

30-40 元/吨，湿法铜贴 80-100 元/吨。周二沪铜再次出现上涨趋势，且上涨动力

并未减弱，下游备货需求开始发力，原有采购谨慎情绪客户同样开始询价拿货，成

交表现较好；好铜基本升 50-60 元/吨，平水铜升 40-50 元/吨，湿法铜贴 100-120

元/吨；周三沪铜延续震荡回升趋势，持货商报价升水回升，好铜基本升 80-90 元

/吨，平水铜基本升水 70-80 元/吨，湿法铜贴 100-120 元/吨；周四沪铜依然延续

上涨趋势，且上涨动力再次加强，且当日 LME 系统出现故障，上午并未有外盘指

引，从而下游采购谨慎情绪再次爆发，成交开始缩水；周五临近交割换月，期铜价

格已然立于 47000 元/吨之上，下游备货已接近尾声，现货出货困难，供应商开始

下调现货升水，周五好铜已开始贴水 10-20 元报价，平水铜贴 50-60 元/吨，成交

不佳。

- 冶炼厂方面：上周统计冶炼企业发货小幅增加，本周备货逐步增加，各地

市场升水明显回升，冶炼企业本身产量高，因此开始发货市场获取高升水利润；广

西某冶炼厂发货广东市场增加，一周发货 2200 吨；云南某冶炼厂发货广东市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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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周发货 1600 吨；福建某冶炼厂发货广东市场，一周大概 1400 吨。目前冶炼

厂发货至上海市场同样增加；山东市场冶炼厂本周发货不错，拿货需求有一定回升，

因此山东市场成交表现稍有好转。

- 库存方面：上周库存：上期所完税总计 16.91 万吨，减 0.08 万吨；上期所

（上海部分）现货 9.8 万吨，减 0.93 万吨；期货 4.5 万吨，增 0.57 万吨；上海其

他仓库现货 0.4 万吨，减 0.6 万吨；上海保税区 45.25 万吨，增 0.5 万吨；广东库

存 0.64 万吨，减 0.686 万吨，无锡库存 0.597 万吨，不变。

- 需求方面：铜下游市场企业开工率维持低位运行，不过本周采购明显好转。

本周大型铜杆企业本周产能利用率平均 61%左右，铜管、板带企业本周下降至 63%

左右，而棒材产能利用率维持 50%左右。

 后市预测：目前市场乐观情绪较浓，主因对年前企业备货有较好预期，加上国内有

抬升水迹象及库存持续减少，不过本周开始下游企业逐步进入放假模式，备货需求

已接近尾声；但铜价在本周连续四天上涨，乐观情绪刺激铜价；因此预计下周铜价

依然震荡上扬为主，沪铜主力 47500-48000 元/吨，美金铜 5900-6000 美元/吨。

2. 铝：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上周（1.9-1.13）国内主流市场现货铝锭价格出现反弹，华东

地区周均价为 12802 元/吨，增幅为 0.90%；华南地区本周均价 12886 元/吨，增幅

为 0.18%。上周受黑色金属带动以及美元下跌因素影响，铝价节节攀升，期铝突破

前期压力位 13000 元/吨关口，市场认为此次大幅拉涨基本已经偏离基本面。受期

铝上涨影响，现货铝价也出现明显上涨。随着春节假期临近，不少下游企业已经进

入放假阶段，大部分企业备货已在前期完整，整体接货意愿不强。贸易商对于后期

铝价并不看好，因此接货欲望较弱，市场整体表现不佳。

- 冶炼厂方面：电解铝：1 月份云南东源铝业电解铝产能复产至 23 万吨，剩

余 15 万吨计划 2 季度复产。

- 库存方面:电解铝：截止 1月 16 日统计，全国主要市场电解铝库存总量较

上周四增加 0.6 万吨，总量至 37.6 万吨。铝棒：佛山 1.65 万吨，无锡 0.15 万吨，

南昌 0.43 万吨，三地总量较上周四减 0.27 万吨。

- 需求方面：佛山 280~450 元/吨（到厂）；无锡 310~380 元/吨（自提）；

包头 70~180 元/吨（出厂）；巩义 330~400 元/吨（出厂）；临沂 310~380 元/吨（到

厂）；南昌 260~350（到厂)。加工企业陆续放假，节前备货有限，市场交投越发

冷清。

 后市预测：上周关于铝产业去产能的一侧传闻在行业大范围传播，其中传闻提及到

“河南、山东、山西计划电解铝去产能 30%、氧化铝去产能 50%”，此消息一出，

期货铝价多头增仓明显，空头纷纷离场，促使铝价大幅拉涨。环保部对此传闻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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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征集意见当中，虽短期仅停留在消息面的炒作，但环保部对后期去产能的态

度明确。与此同时，近期发改委相继表示，在 2017 年中有色金属、钢铁、及煤炭

等产能过剩行业开展去产能工作，以此来看 2017 年去产能举措或势在必行。从上

周来看，在偏离基本面的情况下，铝价大幅上涨或仅依托于消息面以及资金炒作。

短期铝价宽幅震荡概率大，仍需观察资金以及消息面动态，操作建议：观望。

3. 锌：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上周沪锌企稳反弹，现货价格大幅上涨，0#锌锭现货主流成交

价在 21670-22480 元/吨，均价 22268 元/吨，涨 888 元/吨，涨幅 4.15%。锌价震

荡偏强，上海市场集中到货较多，库存大幅增加。春节假期临近，下游需求清淡，

加之锌价上涨，厂家采购情绪低迷，成交较差。贸易商方面，为年前回笼资金，清

理现货库存，市场开展价格战，打击市场升贴水报价。上周国产主流升贴水报价对

沪 2 月升水 120 元/吨降至对沪 2 月贴水 20 元/吨，一周时间升贴水下调 200 元/

吨左右，部分保值盘被套，市场交投一般。

- 库存方面：16 日据我的有色网统计：全国锌锭总库存 21.13 万吨,，增加

1.16 万吨；其中上海 8.58 万吨，增加 1.13 万吨；广东 8.96 万吨，减少 0.48 万

吨；天津 2.63 万吨，增加 0.47 万吨；山东 0.38 万吨，增加 0.02 万吨；宁波 0.58

万吨，增加 0.02 万吨。

- 加工费方面：北方加工费下降至 3700-4000，南方加工费在 3500-3800，加

工费小幅下调.进口加工费维持在 20-40，进口矿方面，依然倒挂，12 月份到矿较

少。本周锌矿港口库存为 10.75 万吨，较上周 11.5 万吨，减少 0.75 万吨，部分为

保税区库存，

 后市预测：1.一月份停减产冶炼厂持续增多，原料库存紧张，多则维持到春节。2.

库存下降趋势放缓，甚至本周整体有所增加，下游消费处于淡季，现货贴水扩大较

快，供需两清。锌市场多空因素交织，市场心态分歧，但矿紧体现到生产环节，使

锌价坚挺，沪锌料本周锌价在 22000-24000 之间高位震荡偏弱。

4. 镍：

 上周回顾：

- 镍矿：上周国内高品位现货资源报价暂稳，报盘资源较少，成交冷清，实际

市场心理价格下探。上周周四印尼镍矿恢复出口尘嚣再起，据市场消息：后期印尼

部分企业将会恢复 1.7%品位以下的镍矿出口，市场贸易者多为观望心态，年前还

是镍矿市场较为稳定。预计后期市场价格将出现回调，回调空间需等待印尼出矿具

体消息落地以及具体影响量，后期主要关注印尼的出口镍矿的具体品位和实际数

量。

- 镍铁：张家港浦项 1 月份第一轮高镍铁采购价格为 930 元/镍，数量为常量，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37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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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上轮采购价格持平。上周盘面震荡，新一轮钢厂采购持续维稳，市场成交较为

活跃。上周调研辽宁地区生产情况，因明年 2 月份国家环保部门将会对辽宁地区进

行环保督查，上周锦州地区的低镍铁工厂现已全部关停，高镍铁因炉型和环保比较

齐全暂受到到影响。该地区的开工率，因炉型原因，大多数工厂春节生产正常，较

少数的小型工厂会出现停产的状况，市场影响量不是很大。

- 电解镍：国内现货方面，上周上海市场电解镍价格随盘上涨，金川周均价涨

约 0.91%，俄镍周均价涨约 0.87%，商家升贴水报价下滑，周五金川升水 600 元/

吨，俄镍贴水 400 元/吨，金川与俄镍现货价差为 1000 元/吨。上周市场活跃度不

高，贸易商接货意愿差，终端收货情况稍有好转，整体成交表现一般。沪镍仓单方

面，沪镍 1701 临近交割，与现货间价差较小，周内仓单报量较多，仓单转现货增

加。

美金镍方面，周内进口盈利 150 至倒挂 850 元/吨，升贴水上调至 160 美元/

吨左右，国内市场俄镍现货报价相对较少，有少量成交情况。

- 库存方面：截止 1月 13 日，我网统计国内 14 大港口镍矿库存总量为 1249

万吨，周环比减少 38 万吨。本周港口库存仍处于消耗状态，港口到货量较少，可

贸易资源有限。年前工厂或有检修、停产，预计年前镍矿库存消耗稍有减少。

 后市预测：印尼消息目前来看可影响量暂时还是不确定的，年前的国内镍矿市场还

是较为平稳的。后期的主要关注印尼方面出口量和可对外出口的企业数量。低镍铁

因环保持续的影响，开工率并无好转，市场现货资源少，钢厂因去年的 11 月到 12

月中旬大批量备货库存充足，年前暂无采购计划，现在开工企业多数在执行前期订

单为主，低镍铁年前平稳运行。高镍铁后市运行维稳，整体变化不大。后期需关注

钢厂方面的需求和国内镍铁库存情况。预计走势：低位震荡，预计下周 LME 镍运行

区间：9800-10600 美元/吨。

（三）不锈钢品种情况：

5. 不锈钢：

 上周回顾：

- 市场方面：截止上周五不锈钢价格指数为92，周环比下调0.66%，市场降

价抛售情况仍存在，但幅度不如前期；

- 价格方面： 板带：201 冷轧累计小幅下跌200元/吨，报价9900 元/吨；

304冷轧上周累计下调100元/吨左右，国营钢厂主流报价16800元/吨，民营钢厂主

流报价16200元/吨；304 热轧环比上周涨100元/吨，报价14500元/吨；430 冷轧小

幅跌100元/吨，市场报价在9600元/吨。管型：青山304圆钢累计上调900元/吨，报

价15500元/吨，无缝管累计小幅上调400-700元/吨，焊管价格盘整为主。

- 需求方面： 因临近春节假期，下游需求偏弱，前期一味地跌价也未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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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软的成交情况，市场除少量刚性需求订单，出货较差；市场也陆续进入放假模式，

尤其佛山市场，本周过后就基本全部放假，无锡市场交易至1月20日左右。

- 库存方面：据我的不锈钢网统计，无锡不锈钢库存总量14.18万吨，较上期

减少1.94%，佛山不锈钢库存总量11.11万吨，较上期减少2.18%，两地库存总量25.29

万吨，两地市场库存都出现小幅减少，上周市场补货较少，但库存消耗量也低，库

存总体变化不大。

- 分析逻辑：上周200系调整幅度较大，除了前期电解锰等原料价格波动的持

续影响，市场库存维持高位、商家回笼资金等都是造成价格下跌的因素，但后期因

需求刺激不足，采购大幅减少，价格逐渐回归理性，甚至部分贸易商出现小幅涨价。

钢厂产量方面：据我的不锈钢网统计，2016年12月国内具有炼钢能力的21家不

锈钢厂粗钢总产量为204.41万吨，环比微幅增加0.18%，产量继续保持在高位！200

系产量总体变化幅度不大，12月份总产量为61.57万吨，月环比减少0.35万吨，降

幅0.57%；本月300系粗钢产量同样变化不大，12月300系总产量100.2万吨，月环比

减少0.67万吨，降幅为0.66%；400系粗钢产量则继续攀升再次刷新年内新高，12

月400系总产量为42.64万吨，月环比增加1.38万吨，增幅达3.34%。

 后期走势预测：进入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周，本周市场各大贸易商基本进入年底总

结阶段，下游备货也基本完成，需求清淡，预计本周不锈钢价格企稳为主。

6、稀土：

 上周回顾：

- 上周观点：稀土各产品弱势持稳；

- 市场方面：上周稀土市场大体维稳，各方仍观望，市场多以询盘为主，实

际成交较少。基本面表现较弱，市场进入年前备货最后阶段，供需双方买卖热度较

低，周内市场无亮点，稀土价格弱势震荡为主。

- 氧化物方面：上周市场对于库存及备货的数量态度各异，询盘以镨钕铽镝

为主，但实单较少。金属厂备货量基本按需采购为主，中间贸易商询盘压价，成交

僵持。氧化镨钕供应较紧，成交价为 25.9 万元/吨，较前期无变化。供应吃紧一方

面是年底工厂开工率较低，产量收缩，另一方面因为不少商家看涨春节后镨钕市场，

政策面力度明显加大，需求面一季度或将改善。镝铽类产品表现较为疲软，氧化铽

主流报价 2850 元/千克，环比上周跌 0.87%。氧化镝主流报价 1190 元/千克，环比

跌 0.83%。

- 金属方面：上周金属厂供应较紧的产品主要为钬铁，价格稳居高位，且拿

货较为困难，主流报价 35 万元/吨。镨钕金属成交一般，磁材商正常补货。大厂报

价为 33.8 万元/吨，市面多以 33.6 万元/吨为主。下游磁材商基本按需备货为主，

无放量需求。金属钕上周小幅下跌，成交价 33.4 万元/吨，环比跌 0.89%。镝铁报

价 1220 元/千克，环比跌 0.81%。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23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3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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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分析：1：下游备货积极性不高，稀土价格上涨支撑动力不足；2：下

游订单较为低迷，年底市场无利好，价格平稳；3：物流即将停运，市场询盘多以

询单为主实际成交有限，需求较疲软。

 本周预测：本周国内物流基本停运，商家们陆续退市，上下游开始安排工厂放假事

宜，市场进入停滞状态，预计本周稀土市场将平稳运行。

声明：

市场在变，观点随时会变，及时交流；

据此操作，风险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