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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安徽省国资委获悉，2015
年底，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 12723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83%，净资产
4412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86.8%。
截至 2015 年 11 月底，与全国省级监
管企业相比，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
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二位；利润居全
国第九位，中部第一。

截至 2015 年底，安徽省属企业
户均资产 454.4 亿元，是 2010 年的
2.5 倍，资产总额过百亿元企业 18
户，比 2010 年增加 5 户。其中，安徽
省交控集团、淮南矿业集团和海螺集
团等 3户企业资产总额过千亿元。营

业收入过百亿元企业 13 户，比 2010 年
增加 2 户，铜陵有色集团营业收入突破
千亿，共 9 户省属企业进入 2014 年中
国企业 500 强。

两皖企或冲击世界五百强
“十三五”期间，安徽省属企业将实

施“五化”战略。其中“经营国际化”和
“产品品牌化”成为其中两大战略。

安徽省国资委称将着力引导和推动
省属企业进行国际化运营，积极参与国
外资源开发、拓展市场，“推动具备条件
的省属企业尽快成长为知名跨国集
团”。到 2020 年，力争打造 20 个在国
内国际同行业中具有较高美誉度和较大

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和著名商标。
上述“跨国集团”或将出现在省国

资委规划发展的“六大产业”中，包括
“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基础材
料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交通产业、现
代服务业”。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材料产
业中的海螺水泥和铜陵有色极有可能成
为省属企业中首个 “世界五百强”。其
中，海螺集团将继续通过对省外水泥企
业的大规模并购，同时加快国际化进程，
力争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铜陵有色集
团继续努力在国内外开发有色资源，提
高资源自给率，巩固和扩大铜陵有色在
铜冶炼领域的领先地位，力争进入世界

500 强。”
力争上市公司成为竞争类企业主流
据悉，未来几年，安徽省属企业计划

实施的重大投资项目 333 个，总投资
6564.5 亿元。安徽省国资委称：积极推
进省属企业及其重要子公司在多层次
资本市场上市(挂牌)，推进集团整体上
市。到 2020 年，力争使上市公司成为竞
争类企业的主要组织形态。鼓励国有资
本与各类资本共同设立一批混合所有
制形态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高科技、
高成长性产业。加强与优势外企、民企
合作，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
革重组。 上海金属网

铜陵有色和海螺水泥或冲击世界五百强

从四川甘孜州国土资源局获悉，该州康定、雅江、
道孚三县（市）交界处的甲基卡锂辉石矿区，已探明
资源储量达 188.77万吨，甘孜将打造“中国锂都”。
甘孜州融达锂业、雅江斯诺威、四川天齐盛合三家公司
以及四川省地质调查院等单位行走在山区展开勘查，
目前已探明资源储量达188.77万吨。相关专业机构分
析评估，甲基卡锂辉石资源前景有望突破 300 万吨，
康定、雅江、道孚交界的 35.96平方公里锂辉石矿区已
上升为国家级整装勘查区。甘孜藏区甲基卡锂辉石矿
锂金属初步估价达3876亿元，其中所含的 6.6万吨同
位素锂 6（6Li），相当于 2428.8 亿吨标准煤的能量，
约占全世界探明可采煤总储量（8260亿吨）的 29%。

相关概念股有望受益，关注天齐锂业 (行情
002466,买入)、赣锋锂业(行情 002460,买入)、雅化
集团(行情 002497,买入)、众和股份(行情 002070,买
入)、*ST 融捷(行情 002192,买入)、西藏城投(行情
600773,买入)等。

天齐锂业：公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锂产品生产企
业，全球最大的矿石提锂企业，拥有年产 2500 吨电
池级碳酸锂、3000 吨工业级碳酸锂、1500 吨无水氯
化锂、1500 吨氢氧化锂、600 吨高纯碳酸锂 / 磷酸二
氢锂的生产能力。公司是电池级碳酸锂的行业标准制
定者，中国最大的电池级碳酸锂供应商。

西藏城投：公司与相关各方签订了《关于在西咸
新区泾河新城投资之合作框架协议》。拟在西咸新区
泾河新城设立一家公司，投资大型高纯度锂项目，总
投资将超过 15 亿元，最终形成年产能达 4 万吨高纯
度锂。 中国有色网

四川甘孜探明估值
近 4000 亿超级锂矿

铜冠机械环保分厂生产车间。 王红平 摄

中核集团正在加速发展，2015 年
其在建在运核电装机容量均首次超过
1000 万千瓦；2016 年中核集团将积
极推进核能全产业链走出去。

中核集团 29 日透露，2015 年全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8%，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 38%，实现经济增加
值(EVA)69 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
年改善 39%，全面完成了预期目标。

同期，“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
福清 5号、6号开工建设，中核集团进

入第三代核电制高点，迈入国际第一阵
营；研制完成ACP100模块式小型核电
站，正在促进落地，国际海上浮动核电站
反应堆纳入中国国家能源科技创新“十三
五”规划，计划2016年年底开建。此外，
中国首个规模化地浸铀矿山蒙其古尔一
期工程提前一年全面建成，二期正在快速
推进，2016 年上半年将建成中国首个千
吨级铀矿大基地。另外，内蒙古两个千吨
级铀矿大基地建设也实现了战略突破，并
在全球首次在自然界发现天然金属铀。

2015 年，中核集团海外市场开发加
快，“华龙一号”国外首堆项目巴基斯坦
卡拉奇 2 号机组开工建设，阿根廷重水
堆签署商务合同、压水堆项目签署框架
合同，华龙国际核电技术公司成立。

作为中国唯一出口过核电站并实现
批量出口的企业，迄今中核集团已累计
向 7 个国家出口 6 台核电机组、5 座微
型反应堆、2 个核研究设施及 1 座研究
堆。目前，中核集团正与英国、法国、俄罗
斯、埃及、巴西、罗马尼亚等近 20 个国

家商谈核电及核工业产业链合作。
据介绍，中核集团目前已掌握了中

国实验快堆燃料元件制造技术，建成了
世界首条工业化规模高温气冷堆核电
燃料元件生产线，已正式签署供货合
同，将于 2016 年 3月正式生产。

同时，中核集团将积极推动核循环产业
发展：自行建造的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中间
试验工厂建成，为中国核循环产业发展奠定
了技术基础；此外，核燃料后处理放化实验
设施近期已启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成
为中国核循环产业的重要科研基础设施；中
法合作建设中国核循环项目计划2020年
开工，2030年左右建成，建成后中国将形成
商用的大规模核循环能力。 中国矿业网

今年上半年中国首个千吨级铀矿大基地将建成

由于主要国家央行继续宽松政
策，同时市场预期开启加息周期后的
美联储也可能放缓加息步伐，1 月份
的最后一周，国际金价再度大涨，使得
1月份金价累计涨超 5%，创下一年来
的单月最大涨幅。

到 29 日收盘，纽约市场交易最活
跃的 4 月份期货合约收报每盎司
1116.4 美元，较前一周的收盘上涨近
2%，加上 1月份前几周的上涨，整个 1
月份，纽约市场金价累计大涨 5.4%，是
2015年 1月份以来的最大涨幅。

受到带动，国内市场以人民币计
价的黄金价格亦大幅上行，到 30 日
连续交易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

期货主力合约收报每克 238.5 元，周内
一度逼近 240 元关口，是 2015 年 10 月
份来的新高。

与 2015 年 1 月份的黄金市场如出
一辙，由于市场波动以及主要央行的
“意外”政策，避险情绪以及宽松的货币
政策预期，推动金市开年即扭转了前一
年的颓势。

今年 1 月份，受制于金融市场大幅
波动，全球股市、大宗商品大幅下挫，汇
率市场巨幅波动，投资者纷纷涌入黄金
市场需求避险，而进入到月底，随着欧
洲、日本和美国货币政策的相继落定，黄
金市场面临的继续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亦
越加明朗。

“欧洲、日本央行继续宽松，最受市
场关注的美联储第二次加息市场预期亦
可能延后。”国泰君安期货分析师王蓉
表示，尽管美联储在新年后的首次议息
会议后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但会上透露
出的不确定性担忧情绪上升，市场开始
更多预期 3 月份第二次加息的可能性
有所降低。

受到影响，资金涌入黄金市场的状
况依然在持续。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
会（CFTC）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到 1
月 26 日当周，代表投机力量的对冲基
金和基金经理持有的黄金净多头寸已达
到 3个月来的高位。

与此同时，反映市场避险情绪强弱

的黄金 ETF 投资也吸纳更多的资金。到
目前，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基金 SPDR
持有的黄金量接近 670 吨，整个 1 月份
增持近 30 吨，创下了 2015 年 1 月份以
来的单月增持记录。

“短期来看，油价暴跌仍将拖累通
胀，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经济增长放缓
都将影响美联储加息决策。”为此，包括
金瑞期货等在内的不少机构认为，宽松
的货币政策以及低通胀的环境或继续为
金价继续提供支撑。

“不过短期调整并不意味着贵金属
可能走出反转的行情。”王蓉则指出，在
黄金市场，基于利率的投资性需求是决
定黄金贵金属价格趋势的核心驱动力，
如果利率未来继续上行，黄金贵金属作
为投资品的投资回报预期将继续下滑，
中期内，黄金贵金属恐仍难进入专业投
资者的配置行列。 新华网

黄金价格创一年内单月最大涨幅

自去年 11 月 24 日以来，期铜已
连续 10 周维持低位整理，且近两周
呈振荡偏强走势，初步企稳于日均线
之上，多头暂居上风。而由于今年春节
前铜终端消费企业表现略强于预期，
且铜企减产限售带来的短期供应压力
改善，预计后期铜价将进一步企稳，激
进者可轻仓持多单过节。

有色金属产业将弱中企稳
在铜价逐步消化了此前公布的一

系列经济指标之后，目前市场聚焦于
周一公布的 1 月中国财新和官方制
造业 PMI。其中根据路透对 20 家分
析机构的预估中值进行综合分析，预
计中国 1 月官方制造业 PMI 料较去
年 12月的 49.7 微跌至 49.6，为连续
第 6 个月处于 50 荣枯线之下，但若
考虑到春节的季节性因素，1 月制造
业 PMI的表现尚可。

此外，从有色金属产业的基本面

来看，2015 年 12月，中经有色金属产业
景气指数微升至 11.3，虽依然处于“过
冷”区域，但脱离了 11 月创下的纪录低
点 11.1。

同时，中经有色金属产业先行指数
为 72.7，环比回升 1.1 点，为连涨三个
月。据此推测，短期内有色金属产业也有
望弱中企稳。

下游消费稍强于预期
随着春节假期临近，铜产业链各企

业虽已陆续开启放假模式，市场也多预
期铜企供需两淡，但 SMM 调研数据显
示，今年铜终端企业放假时间普遍较往
年偏晚，暗示下游消费稍强于预期。其中
铜材、铜管厂及电线电缆厂因为订单充
足，且适逢生产旺季，放假时间相对较
晚。究其原因，跟国内电网工程建设在去
年四季度逐月加大投资有关。2015 年四
季度国内电网工程建设累计投资 1892
亿元，季度环比剧增 76%，从而使得 1—

12 月我国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资为
4602.99 亿元，基本完成年初的计划投
资。进口需求方面，我国去年 12 月进口
精炼铜 423181 吨，同比增加 34.35%，
单月进口量创下纪录新高，打破 2011
年 12 月创下的纪录 406937 吨，因铜价
低迷及节前补库需求刺激投资者和贸易
商增加进口。同时，2015 废铜进口量创
下 2003年来的新低 316.2 万吨，显示出
国内废铜供应偏紧的局面无明显改善，
这将增加部分精铜需求。

或出现技术性修复走势
2015 年 12 月我国精铜产量为 70

万吨，环比减少约 4 万吨，显示出铜价
低迷已降低了铜企的生产积极性。去年
12 月国内铜冶炼骨干企业也宣布了联
合减产声明，即 2016 年将减少精铜产
量至少 35万吨。此外，今年 1月铜冶炼
企业短单 TC/RC 费亦降至 115 美元 /
吨，使得精铜产量有望进一步下滑。同

时，1 月我国铜冶炼厂商也进一步推出
“限售保价” 措施，即主要铜价低于 4
万元 /吨之下，则铜冶炼厂商将削减现
货铜销售量 20 万吨，短期可向市场传
达出供应端压力下滑的信号。国家层面
也不断强调要加大有色金属产业的供给
侧改革，从钢材、煤炭 1 月走势也可以
看出，这种政策的执行所带来的市场情
绪转变不容小觑。

截至 1 月 26 日，美铜 CFTC 总持
仓 较 去 年 12 月 末 剧 增 35211 至
202900 手，该持仓量创下纪录新高，显
示出铜价处于低位振荡整理之际，多空
分歧不断加大。而从最新一周的持仓变
化来看，CFTC 投机空头减仓 10322
手，远超过多头所减少的 3743 手，从而
使得投机净空头寸降至 36827 手，为连
续第 35 周维持净空头寸。在投机基金
持续抛空后，空头已获利颇丰，需关注后
期空头逢低获利所带来的技术反弹。

综上所述，短期内铜市供需矛盾有
所缓和，在此背景下，建议沪铜主力合约
可背靠 34500 元 / 吨之上持多单过节。

中国有色网

铜价节后重心有望上移

2015 年四季度，有色金属价格不
断下探，并屡创历史新低，有色金属冶
炼企业的盈利状况出现明显恶化，企
业的减产压力加大。

与三季度相比，2015 年四季度有
色金属行业的景气度持续下滑，特别
是有色金属价格在四季度不断下探并
屡创历史新低，导致国内有色金属冶
炼企业的盈利状况出现明显恶化，这
使得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的减产压力空
前加大。

自 2015 年 12 月以来，国内有色
金属企业密集召开行业内协调会，纷
纷以削减产能产量作为应对当前行业
状况的重要手段。在铜冶炼领域，以江
西铜业、铜陵有色等为代表的国内九
大铜冶炼商表示在 2016 年将削减 35
万吨左右的电解铜产量，相当于国内
铜产量 4.5%。而在 2016 年一季度九
大铜冶炼商就先期削减 20 万吨精铜
的目标已经达成一致。如果行业形势
继续恶化，我们预计国内铜冶炼商还
将扩大减产的规模，2016 年的铜减产
数量将很可能高于 35 万吨的既定目
标。

而在电解铝行业，由于产能过
剩的压力较铜冶炼更为严峻，因此
遭遇的减产压力也是空前的。据不
完全统计，2015 年国内电解铝行业

减产高达 402.45 万吨，占到国内电解
铝产能的 10%左右。包括魏桥集团在
内的行业领先企业也加入了减产队
伍，而作为新中国第一家铝厂的抚顺
铝业四季度甚至全线关停了电解铝产
线。除铜铝锌等基本金属品种外，小品
种金属的减产压力也同样严峻。2015
年底，包括金川集团在内的国内七家
大型镍冶炼商宣布在 2016 年将削减
镍产量不少于 20%，并且在 2015 年
12 月先期实施减产 1.5 万吨镍的任
务。

当前，由于各类有色金属价格全面
下滑并严重低于成本线，迫使各大冶炼
企业不得不纷纷采取大幅度的减产措
施以应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经营困难。
在减产的同时，各大有色金属企业还通
过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向政府提出了金
属战略收储的方案，希望通过收储方式
吸收市场中过多的金属资源，从而推动
金属价格的全面回升。我们认为，当前
有色金属企业所面临的困难主要为宏
观经济下行引起的需求收缩所致，去产
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色金属
行业所必须推进的任务，这也将是必须
经历的痛苦转型时期。收储、财政补贴
等行政手段对于有色金属行业去产能
并无明显益处。

中国经济网

产业观察：
企业减产压力加大

刚刚过去的寒潮中, 万家乐燃气
热水器北京中心接到了很多报修电
话, 问题大都是水箱冻裂。“我们发
现, 这些产品大多是使用了非铜材质
水箱或低铜材质水箱的低端型号,纯
铜水箱产品几乎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的。”万家乐北京区域燃热产品负责
人宋维禄说,“铜质水箱的安全性、耐
用性再次得到检验。”

对于家电来说, 铜是一种极其重
要的原料。研究表明,铜具有优良的传
热性能,易加工、耐腐蚀、易焊接维修,
广泛应用于电冰箱、洗衣机、抽油烟
机、燃气热水器等家电的核心部件。
“铜的性能早就得到了家电行业的
认可。”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徐东
生说,“但由于成本原因, 部分家电
厂商转而使用铝制部件或者不锈钢
部件, 也不提醒消费者更换部件材
质会带来的风险, 甚至有时根本不
明示采用什么材质的部件, 有欺瞒
消费者的嫌疑。”宋维禄也承认,部
分产品采用非铜部件主要是出于成
本考虑。“目前散热器所用铜价约 8
万元 / 吨, 铝价大约 1.2 万元 / 吨,
铜价是铝价的 6 至 7 倍。但是家电
市场上, 使用铜部件的产品售价却
无法相应提高。”

1月 28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百
度发布的《品质家电消费与服务大数据
研究报告》 表明, 消费者在购买家电
时,最关注的是家电的“维修服务”因
素,达 54%,只有 17%的消费者最关注
价格。“也就是说,消费者会倾向于多
花点钱购买大品牌家电,因为其质量可
靠,维修保养便利。”中消协消费指导
部主任皮小林分析说。宋维禄也表示,
铜质水箱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正在逐渐
提升,目前已占了万家乐在北京市场销
量的 56%以上, 而且售价 4000 元至
5000 元的高端产品销量看涨。因此万
家乐正在逐渐调整产品比例,向铜部件
产品倾斜。

国际铜业协会中国区总裁周胜拿出
了最新的消费者调研, 表明消费者普遍
愿意为明示的铜部件产品支付 15%至
23%左右的溢价。为此, 国际铜业协会
(中国)推出“Cu+”(铜佳)公益标识。家
电厂商确保核心部件合理使用高品质铜
材料,并通过国际铜业协会的审核备案,
在不定期抽查中达标合格, 就可以免费
获得“铜佳品质家电标识”贴牌资格。今
后,消费者只要看到家电上贴有“Cu+”
标识, 就能知道家电铜部件质量有保
障。

经济日报

国际铜业协会：
铜部件家电性能更优

化学电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
重要能量来源，小到通用的数码电子
产品，大到医疗设备、电动汽车，工业
储能电池等。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铅酸
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等
相继出现并广泛应用于生活和工业企
业的各个领域。

目前锂离子电池占据国着内外电
池的主导地位，并且在世界各国新能
源战略政策的推动下，锂离子电池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同时锂电
池的发展也受到了锂资源及其价格的
困扰。尤其近期，锂电池材料的价格一
直攀升，市场货源紧张,导致锂电池生
产成本大大提高。寻找新的、原材料丰
富的新材料电池是国内外科研工作者
在不断追求的目标。

北京金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
直致力于清洁储能电池的研发，近日
其自主研发的新型铝离子二次电池
已经问世，记者获悉该项技术在全球
处于领先地位，属国内首创发明，已
相继申请 10 余项国际 PCT 及国内
发明专利。该电池以石墨为正极、纯

铝为负极，具备原料廉价、比功率相对
较高、可在开放环境中安全使用，寿命
长、循环稳定性好、正极材料回收可制
备石墨烯等特点，完全实现电池从生
产、回收再利用的闭路循环，环境友好。
目前该公司以室温离子液体为电解质
的铝离子电池已完成了工业化示范，并
首次批量推出铝离子第一代安时级电
芯，可应用于电子工业以及风力发电
和光伏发电的工业储能电池，为工业储
能电池提供了新的选择。与此同时，该
公司在推出第一代电芯的基础上继续
创新研发，第二代铝离子电池也已具雏
形，以低温无机熔盐为电解质，该研发
成果已申请了国际专利。第二代铝离子
电池同样具备低成本，长使用寿命，高
能量密度，高倍率等特点，近期内将完
成在工业储能电堆的示范，有望在未来
应用于大规模的工业电网储能。

北京金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铝离子电池具有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
权、高科技含量的新能源产品，北京金吕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有望成为新能源领域
一支新生的力量。 中国有色网

全球首家科研单位
成功研发出铝离子电池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广出办发〔2015〕140 号文《关于开展新闻记者
证 2015 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单位认真进行了新闻记者证的自查、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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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14 日。举报电话 010-8313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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