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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国资委了解到，目前，国资
委正在力推十项改革试点落地，兼并重
组也首次纳入十项改革试点的重要组
成部分。据了解，国资委将坚持“成熟
一户、推进一户”的原则继续深入推进，
探索的重点将放在央企重组整合的具
体有效模式、专业重组的有效措施以及
内部资源整合的有效做法等方面。

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试点探索在企业内部
实施重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
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有效做法
和举措，同时总结内部整合过程中清
产核资、业务整合、债务处置、冗员分
流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来指导
下一步的大规模兼并重组。”

他指出，推进中央企业兼并重组，
对于解决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合理、
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同质化发展等问
题意义重大。下一步试点的主要内容，

一是探索中央企业重组整合的有效模
式。通过试点工作，探索中央企业重组整
合的路径选择和具体模式；探索企业重
组后，实施业务整合、消除同质化竞争、
实现提质增效的有效做法；二是探索专
业化重组的有效措施。根据国家战略需
要，探索在中央企业之间集中优势资源，
实施专业化重组、组建股份制公司的有
效做法，减少重复投资和同质化发展；三
是探索企业内部资源整合的有效做法。

在市场层面，公开资料显示，2015
年末以来，央企兼并重组的脚步正在明
显加快，并且扩散到多个行业领域。

3 月 2 日晚间，中航动力、成发科
技、中航动控三家公司发布公告称，当天
上级机关宣布中央关于拟成立的中国航
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
记、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的任命。自此，中
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组建进入实
质性阶段，并将成为上述三家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此前一天，中国远洋和中海集
运同时发布公告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交易已获得国资委批复。

公开资料显示，仅在 2015 年 12 月
期间，就发生四起央企重组事件，分别为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与珠海振戎公司
实施重组、中冶集团与五矿集团实施战
略重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实施重组、中国
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进入 2016 年以后，央企
的重组步伐明显加快。

今年 1 月底，中材集团旗下上市公
司宣布，中国中材集团与中国建筑材料
集团正在筹划战略重组事宜，重组方案
尚未确定，方案确定后尚需获得有关主
管部门批准。2 月 23 日，上市公司中国
国旅宣布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国旅集团有
限公司通知，获悉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正在筹划战略

重组事宜，重组方案尚未确定，方案确定
后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作为供给端改革的重要领域，产能严
重过剩的钢铁行业也将有望迎来重组浪
潮。2016年1月29日，宝钢集团旗下两家
上市公司八一钢铁和韶钢松山均发布公告
称，因宝钢集团正在筹划与其相关的重大
事项，其股票均将于2月1日起停牌。八一
钢铁在2月29日晚公告称，重组方案为资
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交易方初步确定为宝钢集团旗下盈利
能力较强的优质目标资产。韶钢松山则确
定将出售全部钢铁业务资产，并收购宝钢
集团下属的非钢铁业务资产，其计划在3
月22日前公布最终的重组方案。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下一阶段，国企
改革尤其是央企改革的重点，将是在市
场化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混改，加速推进
兼并重组，并布局海外市场。

经济参考报

央企调整重组指导意见文件即将下发

基本金属：中国资源自给率低长
期供给减少看海外矿企。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金属产量国，但是资源禀赋差
且资源匮乏，中国铜精矿、锌精矿、铅
精矿、锡精矿、镍精矿的全球产量占比
为 9%、37%、49%、37%、4%，而精炼
铜、精炼锌、精炼铅、精炼锡、精炼镍的
全球产量占比为 35%、43%、43%、
49%、33%，中国的金属生产主要是通
过进口海外矿石后在国内进行冶炼加
工。由于冶炼环节对 GDP、税收、就业
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地方政府要求企
业在获取资源前必须先建设冶炼产
能，因此导致了中国的冶炼产能大幅
增长。从金属生产环节看，矿山从基建
到投产需要 3-5 年时间，冶炼建设需
要 1-2 年，停、复产相对简单。2015
年金属价格大幅下跌后，中国部分铜、
锡、镍企业发布减产声明，由于联合减
产恰逢 2016 年冶炼加工费谈判之
际，不排除是为了提高谈判筹码而选
择的策略。由于冶炼产能停、复产相对

容易，中国冶炼减产仅会影响短期供给，
长期供给的减少主要取决于海外矿山的
减产。由于电解铝生产包括铝土矿、氧化
铝、原铝，基本金属中存在供给侧改革预
期的品种是电解铝。

铝价跌破现金成本，电解铝供给侧
改革初见成效。2015 年铝价大幅下跌，
11 月国内期铝跌破万元至 9550 元 /
吨，为 1996 年以来的最低价，中国近
90%以上的电解铝产能亏损，70%的产
能现金亏损。2015 年 12 月国内 14 家
骨干电解铝企业宣布减产并承诺不再重
启已关停产能，由于电解铝的重启成本
很高，一旦停产后重启的可能很小，因此
本次联合减产对电解铝的现有供给构成
实质性缩减。数据上也验证了减产效果，
中国电解铝月度产量连续 5 个月出现
下滑，产量降幅 10%。以上宣布减产的
14 家企业还承诺已建成的新增产能至
少在 1 年内(2016 年 12 月)暂不运营，
因此缓解了新增产能投放对未来供给产
生的影响。我们认为本次减产具有持续

性，有利于提振铝价。
贵金属：与供给侧改革无关。黄金的

供给包括矿产金、再生金、央行售金,矿
产金的供给取决于矿山企业的盈利,回
收金主要与金价有关、波动大难以把握,
央行售金取决于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
2013-2015 年全球金企的成本一直处
于下降之中,2015 年三季度全球黄金企
业可维持成本为 906 美元 / 盎司,较
2013 年下降 16%, 全球产量前四的矿
企 Anglogold 成本下降 24%、Gold-
corp 成本下降 21%、Newmont 成本下
降 19%、Barrick 成本下降 11%。在目前
的金价(1200 美元 / 盎司)下,全球黄金
矿企依然可以盈利,不存在减产一说,与
供给侧改革无关。

小金属和稀土：配额管理供给侧改
革看未来政策变化。稀土和钨是中国的
特色金属,中国对其采用配额生产管理。
2014-2015 年 稀 土 开 采 配 额 均 为
105000 吨 、2016 年 第 一 批 配 额 是
52500 (第一批是全年的 50%),2014 年

钨精矿开采配额 89000 吨、2015 年
91300 吨、2016 年第一批配额是 45650
吨(第一批是全年的 50%),由此可见稀
土和钨精矿的开采配额数量稳定。导致
稀土产量高于配额的原因是盗采, 导致
钨产量高于配额的原因是副产钨矿不纳
入配额管理有关。我们认为,未来稀土的
供给侧改革要看对国家对盗采的打击力
度, 钨的供给侧改革要看国家对副产钨
矿的政策变化。

行业评级：我们在 2016 年策略报
告中指出“全球经济短期波动、美国加
息时间变动、金属供给的季节性波动将
使得板块存在阶段性表现的机会”，近
期金属价格上涨和板块的反弹与全球央
行量化宽松、美联储加息可能延后、中国
两会政策出台预期、供给侧改革有关。我
们认为，受益于美联储加息可能延后、下
游加工企业的逐步开工，金属价格有望
获得阶段性上涨行情，铝、稀土、钨板块
仍有阶段性表现性机会。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有色金属行业：铝、稀土、钨存供给侧改革预期

近日，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为厄瓜多尔米拉多铜
矿项目，设计制造的第一组
Φ10.97x5.4 米双驱半自磨机
和 Φ7.9×13.6 米溢流型球磨
机，分别通过试车验收。其中，
Φ10.97x5.4 米双驱半自磨机
为出国产品中最大规格的半自
磨机。

该项目一共有两组 4 台磨
机，计划在 2016 年底前建成，
日处理矿石 6 万吨，年处理矿
石 2000 万吨的现代化设备。图
为磨机试车现场。

雷正道 摄

期货日报近日报道：“2016 年包
括有色金属在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表
现预计整体偏弱，下跌空间有限，上涨
动能也不足。”恒泰期货首席经济学
家、副总经理江明德近日在“2016 有
色金属行情研讨会”上表示，过去 6
年所形成的价格中枢下移制约了大部
分商品的反弹空间。

实际上，在美联储加息以及供需
失衡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15 年有
色金属各品种都黯淡失色。

文华财经的统计数据显示，有色
板块已连续三年阴跌难止，累计跌幅
为 31.85%。其中，2015 年跌幅最大，
高达 15.77%。虽然 2016 年有色金属
价格出现一波上涨，但在恒泰期货分

析师李婕看来，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决
定了商品仍处于疲弱中，金属价格的快
速上涨尚需时日。

据了解，受价格一路下行的影响，
2015 年有色金属行业出现一波减停产
浪潮，但实际上，其对有色金属价格的提
振作用非常有限。

在产能过剩矛盾愈发凸显的背景
下，“供给侧改革”成为市场热点。不过，
李婕表示，短期来看供给侧改革的作用
很容易被进口的替代效应所影响。由于
进口量的补充，供给侧改革对铜、锌、镍
等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品种影响有限，铝
行业受影响相对较大，但目前国内铝产
能仍旧较高。

以铜为例，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

新数据，国内 1 月精炼铜进口量同比增
加 7.8%，至 323870 吨，去年 12 月精炼
铜 进 口 更 是 较 2014 年 同 期 飙 升
34.4%，达到创纪录的 423181 吨。此外，
今年 1 月，中国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量
为 43.7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5.3%，依
旧高于去年月度均值 40万吨。

“由于进口扭亏为盈，铜产品进口窗
口打开，进口铜数量大增，削弱了国内冶炼
厂减产以及收储对铜价的提振力度。”上海
有色金属交易中心研究员水倩红表示。

同时，从全球铜市场来看，水倩红分
析，去年铜价下跌虽然导致部分矿山关
闭，但国外新增产能庞大，全球精炼铜供
应仍维持过剩局面，且全球铜消费增速
明显下滑。

一方面是产能持续增加导致供应过
剩，另一方面是需求持续疲软。李婕认
为，需求决定了有色金属价格方向，供应
决定了其价格变化节奏。“在市场需求
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好转的情况下，有色
金属行业 2016 年将经历一个去利润的
时期，有色金属价格难有明显起色。”

宏观方面，美联储加息问题一直是有
色金属价格上行的一大绊脚石。虽然近期
美国经济数据的喜忧参半导致美联储3月
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性大大减弱，但市场
人士预计，2016年加息仍是大概率事件。

水倩红认为，虽然市场预期美联储
下一次加息的时间将延迟到 6 月，但美
元升值预期仍将打压金属价格。

中国有色网

市场人士：有色行业今年面临“去利润”

近日，应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委托，中
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诚
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
维尔举行的第 9 届国际铜业会议
（Copper 2016）预备会及第145届美
国矿物、金属和材料学会年会（TMS
2016），与来自国际铜会组委会会员的
代表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成为国际铜会
组委会会员、第9届国际铜会议准备工
作等进行讨论，并听取美国矿物、金属和
材料学会2016年会相关报告。

国际铜会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
铜领域学术会议，是世界各国学术界、
专业人士、企业和政府管理人员交流

铜工业信息、相互联系的平台，每三年举
办一次，第 9 届国际铜会将于 2016 年
11 月 13~16 日在日本神户召开。目前
国际铜会组委会会员有日本矿业和冶金
学会（MMIJ）、加拿大采矿、冶金和石
油学会 （CIM） 的冶金和材料学会
（MetSoc-CIM）、智利矿业工程师协
会 （IIMCH）、 德 国 矿 冶 协 会
（GDMB），美国矿物、金属和材料学会
（TMS）、 美 国 制 造 工 程 师 学 会
（SME）。本次预备会议讨论吸收中国
有色金属学会为会员及 2016 年第 9 届
国际铜会的组织工作，刘诚代表中国有
色金属学会向组委会委员汇报中国有色

金属学会简介、中国铜工业最新发展现
状和中国参加第 9 届国际铜会准备情
况。听完汇报后，各委员对中国在铜工业
领域取得的发展和在世界铜工业的地位
深表认可，提议在第 9 届国际铜会议程
中增设短课程介绍中国底吹炼铜技术，
并组织相关代表对中国的铜企业进行考
察。同时，各委员表示将逐渐发挥中国在
后续国际铜会中的影响和作用，争取成
为 2028 年国际铜会的举办方。

在参加美国矿物、金属和材料学会
年会期间，刘诚与行业内专家学者进行
交流，并通过海报展介绍推广恩菲的业
务领域、工程业绩、技术创新和项目经

验，得到了广泛关注。据了解，美国矿物、
金属和材料学会年会历史悠久，国际影
响力大，包含技术报告、展览会、短课程
培训、海报展等板块，其中技术报告涉及
高温冶金、轻金属、稀有金属技术、资源
回收、材料加工与表征、模拟等专题研讨
会。本次美国矿物、金属和材料学会年会
有来自全球 4000 多名从事冶金和材料
领域的知名企业代表、行业专家、科学
家、研发人员，国内参加年会的有中国恩
菲、沈阳铝镁设计院、武钢等企业，清华
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东北大
学等高校以及 401 所等科研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报

中国恩菲底吹炼铜技术获国际铜会认可

据富宝资讯数据显示，近期受国
内外期铜价格大幅上涨影响，佛山光
亮线等废铜价格也出现了一轮涨幅。
但面对铜价的走高，华南地区废铜买
家并未像其他地区商家一样观望，而
是积极采购。据华南地区贸易商透露，
因春节前许多铜厂担心节后价格走
低，并未作囤货操作，许多甚至是空仓
过节。但随着旺季来临，下游订单增
加，原料供应开始短缺，而铜价强劲走
高，商家担心价格继续上涨，均纷纷入
市采购，因而甚至出现“抢货”现象。

虽然其他地区并未出现“抢货”

现象，但商家总体表示供应少，自身库存
量低，中间商也只好惜售不出。华东地区
厂家节前稍有囤货，但料也难长久维持。
富宝铜研究小组认为，废料的供应不足，
或导致厂家转战电解铜市场采购，3 月
旺季消费有望增加。技术上看，伦铜及沪
期铜都即将到达目标位，阻力附近或可
能承压，短期有理性调整需求，沪期铜下
方支撑 36800。目前进口电解铜供应仍
旧充足，且精废价差较大，废铜仍有补涨
空间，而电解铜冲高后的理性调整或能
表现抗跌。因而，补货可考虑理性调整期
间，但不能寄望太低价位。中国有色网

近期铜价上涨
引发华南废铜市场抢购

全球最大铜矿生产商智利国营铜
业公司（Codelco）表示，全球铜供应
过剩的局面将仍在今年和明年持续，并
反驳了铜价近期上涨将持续的言论。

根据彭博，Codelco 董事长 Os-
car Landerretche 周二表示，铜价未
来在每磅 2 美元至 2.10 美元之间波
动，且波动性很高，铜价在今年和
2017 年将延续供应过剩的局面，而此
后市场供应将在 2018 年出现 5 万至
10 万公吨的短缺，在 2019 年将出现
30万公吨至 40万公吨的短缺。

Landerretche 还表示，市场上那
些相信铜价将会升至每磅 3 美元的
必定知道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消息，
但这似乎不太可能。他还表示，近期铜
价上升说明一些生产商预测铜价将会
在较长期出现显著增长。

英国商品研究所(CRU)驻北京分
析师李春兰认为，“中国的铜库存规
模非常高，但是价格却实现反弹，主要
因围绕宏观经济尤其是中国楼市的人
气看涨，所以我们仍在观察春节过后
需求能否上升以带动价格(上涨)。”

高盛此前也预测今年铜价会出现
更多的损失，且中国对金属的需求增
长不会出现实质性的回复。

今年 1 月，铜价一度创下 6 年新
低 4318 美元／公吨。受到中国需求
减少影响，铜价去年累积下跌 25%，
并导致 Codelco 在内的多家铜企被
迫削减成本，而嘉能可则不得不关闭
矿区以限制供应。

不过，嘉能可首席执行官 van
Glasenberg 则周二表示，他认为大宗商
品市场已经见底。Glasenberg 称，全球
铜库存已经有所下降，这意味着未来的
供应可能会变得短缺。“我们面向中国
市场的铜销量仍很强劲。”

周三，铜价继续上涨。美国和澳大利
亚经济数据利好，支持了市场需求将改
善的猜测，铜价延续前日涨幅。

LME 三个月期铜涨 1.6%至 4790
美 元／公 吨 ， 超 过 了 100 日 均 线
4716.48/ 美元，为去年 6月来首次，稍早
一度升至去年 11 月中以来的高点每吨
4,805美元。前一交易日，伦铜涨0.5%。较
1月 15日出现的低位，伦铜上涨逾11%。
今年 2月，LME铜累积增长 2.9%，创下
自去年4月以来最大月度涨幅。

伦敦的交易商 Vantage Capital
Markets合伙人表示，铜价超过 100日
均线对跟随趋势的交易者来说是非常牛
市的信号，应该会令一些人停止押注看空。

COMEX 5月铜期货盘中涨至2.196
美元／吨，收报2.186美元／吨。

矿企股价大涨。彭博汇编的追踪74家
铜企股票的指数连续四日上涨。全球最大矿
业公司必和必拓今日股价收涨8.1%，美国自
由港麦克莫兰铜金矿公司Freeport-Mc-
MoRan Inc今日收涨逾15%。

国内商品期货受到货币环境偏宽、
供给侧改革等预期持续发酵影响下连续
反弹，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期铜合约上
涨 2.7%，至 36820 元／吨。

中国有色网

铜矿过剩将持续至 2017 年

全国首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
信用等级名单在浙江出炉。近日，浙江
省国土资源厅首次向社会发布 2015
年度全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信用
等级名单，被列入名单的共有 758 家
采矿权人，其中 A 级采矿权人 712
家，B 级采矿权人 14 家，C 级采矿权
人 28家，D级采矿权人 4家。

“该信用体系旨在全面整治乱采
乱挖、深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促进矿
产资源开发绿色发展。”浙江省国土资
源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浙江省采
矿权人信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
《浙江省采矿权人信用等级评价标
准》，浙江省将采矿权人信用评价等级
分为 AA、A、B、C、D 五个等级，其中
AA级为信用良好，列入诚信示范采
矿权人名单，国土资源部门直接给予
年检免审查；A级为信用稳定，列入诚
信采矿权人名单；B 级为信用波动；C
级为信用低下；D级为信用丧失。

其中，被列入 C 级的采矿权人禁
止参与国土资源部门组织的评优、评
先活动，不再享受国土资源部门给予
的政策优惠；被列入D级的采矿权人
和其法定代表人列入监管黑名单，D
级采矿权人在今后的企业经营方面，

还会有不得参与省内采矿权招拍挂活
动、不得申请新的矿业权等诸多限制。

据了解，浙江省各级国土资源部门
将按信用等级年度评价结果，对采矿权
人实行分类监管。对信用等级为 AA级
和 A级的采矿权人实施低频率监管，可
适当减少巡查和储量动态检测频率；对
信用等级为 B 级的采矿权人实施正常
频率监管，正常开展巡查和储量动态检
测频率；对信用等级为 C 级的采矿权人
实施高频率监管，增加巡查和储量动态
检测频率，列入矿产督察重点对象；对信
用等级为 D 级的采矿权人实施按需监
管，根据需要随时检查。

“评级由系统按信用评分自动生成，
完全公开、公正。”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C级、D级采矿权人，想要修
复信用等级，只能整改到位、依法合规经
营三年后，再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据了解，地矿信用体系建设是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监管制度改革创新的重要举
措。浙江国土资源厅从2015年 1月 1日
起，对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从事矿产资源
（石油、天然气除外）开发利用的采矿权
人实施信用监督管理。目前，该省全省80
个涉矿县（市、区）已建成本地区采矿权
人信用信息管理制度。 中国矿业报

浙江率先对采矿企业划分信用等级

岗位 人数 条件

业务及管理 4

1尧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遥
2尧 年龄 35 周岁以下渊198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冤遥
3尧 具有良好的语言尧文字沟通能力袁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遥
4尧 具有商务工作经验者优先遥
5尧 具有三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遥

合计 4

铜冠物资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铜冠物资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经批准，现面向集团公司内部招聘采购业务

及管理人员 4名。
一、招聘职位与条件
集团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工，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二、录用方式
经笔试、面试、政审、体检合格后，予以录用。试用期三个月。
三、报名方法及时间
应聘者须持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应聘证明、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

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机关大
院西侧楼一楼 128室）报名，报名时交 1寸近期照片 1张。

联系人：符女士、周女士
联系电话：0562-5860078
报名时间：2016 年 3月 7 日至 2016 年 3月 15日（工作日）。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
2016 年 3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