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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国庆假期价格大幅下跌之
后，黄金价格进入了调整期。虽然美元
依旧维持了强势，但金价始终围绕
200 日均线附近振荡，并未进一步下
挫，反映出逢低买盘较强。美元依旧是
当前影响金价的主导因素。考虑到目
前市场对于美联储 11 月按兵不动预
期强烈，且美元指数临近 98.2 附近技
术阻力，在四季度欧美政治风险的推
动下，我们预计短时金价会维持 10
月初快速下跌之后的反弹趋势。

逢低买盘支撑金价
国庆假期金价大幅下跌，不仅没

有降低投资者对黄金 ETF的兴趣，反
而激发出市场更高的热情。截至 10
月 20 日，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基金
SPDR 持有的黄金量升至 967.21 吨，
基本回到了 8月中旬的持仓水平。作
为衡量避险情绪强弱的 ETF 市场，投

资者连续增持，反映出市场长期看涨意
愿强烈。

印度节日需求在即，随着珠宝需求
增长，预计 10 月的黄金进口量可能会
出现回升。通过我们的市场调研发现，
自 9 月底以来，国内金条需求上涨，原
因或是中国主要城市相继推出楼市限
令，令一些投资人感到不安，寻求其他
投资选项。同时，人民币近期的贬值趋
向，令投资者开始转向传统的避险保值
资产———黄金。中印实物需求将增强国
内外逢低买盘力量，这无疑会对未来金
价产生支撑。

欧美政治风险或引发金市剧烈波动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举行，美国大选影响全球投
资者神经，任何一次民意调查结果都可
能会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从历史统计
数据来看，美国总统大选对黄金的影响

是短期的，在美国大选的周期中黄金表
现前后差别较大。考虑到本届竞选的两
位候选人争议性都比较大，预计 11 月
总统大选将给市场提供额外不确定性。
短时大选的不确定性势必会冲击金融市
场，预计对黄金构成利好。

意大利修宪公投可能成为继英国公
投退欧后又一个引爆市场的风险点。意
大利 2016 年 12 月 4日举行全民公投，
如果公投通过改革法案，意大利政界形
势会更稳定。如果公投否决改革法案，当
届政府将下台，意大利或将重现政治乱
局。目前反对的声音正在壮大，其中五星
运动党正逐步取代民主党，成为意大利
最受民众欢迎的党派。该党希望就意大
利的欧元区成员国身份问题举行公投，
这成为金融市场中一个不能忽略的黑天
鹅事件。在此背景下，预计黄金规避风险
功能将凸显。

美联储 12月加息或限制金价涨幅
美联储用来暗示政策前景的“点阵

图”显示，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加息 25
个基点。由于 11月的 FOMC会议距离
美国总统大选不到一个星期，并且主席
耶伦届时不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场普
遍认为美联储可能在 12 月会议上加
息。近期美联储高官频频讲话为加息铺
路，美联储大概率将在年内采取加息行
动。市场需要警惕的是，美联储紧缩程度
可能会超出预期。作为压制贵金属价格
的最重要因素，美联储加息预期预计将
限制未来金价的反弹幅度。

从技术形态角度看，黄金国庆假期高
位三角破位后，回归到二季度波动范围，
近期金价围绕年均线附近振荡的概率较
高。从指标来看，日线 MACD呈金叉趋
向，4小时均线系统张口向上，利于短时
金价维持反弹趋势。 中国有色网

黄金短期反弹有望维持

国庆节期间，国际黄金市场“闪
崩”一跌令多头生畏，国际金价上涨
格局明显遭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破坏，
其计价货币美元的强势回归显然成了
“拦路虎”。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美国
经济数据向好，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
助推美元大涨，这令金价短期承压，但
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仍然面临很多不确
定性事件，“黑天鹅”频发将使得投资
者再次争相持有黄金以避险。

黄金 ETF持续增仓
近期美国以及欧洲等国家债券收

益率持续上涨，令投资者担忧这可能
削弱黄金这类无收益资产的投资吸引
力。不过，也有分析师指出，全球债券
收益率走高不会成为黄金市场的主要
障碍，金价自有其他因素提供利好。

10月 17日，债券市场备受瞩目，美
国 10 年国债收益率升至 6 月初以来的
最高水平，德国和英国 10 年期国债收
益率也触及 6 月中旬来高位。英国金边
债券目前收益率在 1.15%，为英国脱欧
公投以来最高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截至 10 月 17 日，
全 球 最 大 黄 金 ETF-SPDR GOLD
Share 持仓继续上涨 1.78 吨，至 967.21
吨，创 8 月来最高水平。机构数据显示，
本月迄今 ETF 黄金持有量增加了
67.9335 万盎司。另外，现货金价格在过
去七周下跌了约 7%。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数据显示，在截至 10 月 11 日的两周
内，基金经理削减了大约 10.8 万手净多
头合约，削减幅度为 2006 年以来最大，

表明摇摆力量已经撤出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美联储官员密

集发表鹰派言论，黄金市场担心美联储
将很快上调利率，金价应声创下三年来
的最大单周跌幅。看涨黄金头寸的下滑
幅度创下 5 月下旬以来最大。

中长期看涨逻辑未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印度婚礼季节

及中国新年的到来，实物黄金的买盘将
会重拾升势。世界黄金协会相关人士此
前公开表示，世界头号黄金消费国中国
在明年将维持 900 至 1000 吨的需求，
接近 2015 年水平。

商品大王加特曼 （Dennis Gart-
man）称，正在寻求买入机会的投资者
应该瞄准黄金，虽然美元近几周走强，但
黄金兑美元的近期趋势让黄金仍然充满

吸引力。不过他表示，做多黄金 /欧元是
更好的策略。投资者正等待即将公布的
美国经济数据、不同联储官员的讲话以
及欧洲央行本周后期的政策决定，以判
断未来货币政策的线索。

道明银行（TD）大宗商品研究主管
BArt Melek 上周五在报告中称，该行
尚未看到金价涨势的终结。尽管美加息
（可能在 12月） 可能让金价跌破 1200
美元 / 盎司，但 2017 年最高将升至
1350 美元 / 盎司。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金价近期出现
了崩跌，但贵金属中长期看涨逻辑并未
改变，从技术来看，金价当前已经“超
卖”，此外黄金 ETF 基金逆向增持支撑
金价，说明投资者依然认为黄金是对冲
风险的有力工具。 中国有色网

金价上涨遭遇美元“拦路虎”

安庆铜矿机
修厂有一个女子
电修班，她们以书
本为老师，勤于学
习，勤于钻研和实
践，努力提高自身
业务技能和综合素
质。如今，读书求知
已成为女工们提升
“颜值” 的自觉行
动。图为该厂两名
女工正在对照书本
寻求电机维修中遇
到的难题。

杨勤华 摄

《经济参考报》记者 20 日从国
家税务总局获悉，前三季度，全国税收
收入 89700 亿元 （已扣减出口退
税），同比增长 7%。其中，服务业增长
拉动全国税收增长 4.6 个百分点。税
收数据显示，新旧动能转换效果显现，
税改红利正在落实，改革前 8 个月，
营改增整体减税共计 2493 亿元。

业内预计，四季度减税降费仍将
继续发力，担纲降成本，助力稳增长。
营改增、资源税改革试点深入推进也
将持续释放红利。

亮点 服务业成税收增长新引擎
作为观察经济运行情况的一项重

要指标，我国税收数据正呈现一些新
的亮点，显示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的积极变化。

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在前三季度
全国税收收入 89700 亿元中，全国服
务业税收完成 61704 亿元，增长
8.2%，服务业增长拉动全国税收增长
4.6 个百分点，成为当前税收增长的
主要支撑力量。

据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
长郑小英介绍，现代服务业中，租赁和
商务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等分别增长 19.1%、
11.7%和 39.8%，广播、电视、电影和
影视录制作业等文化娱乐型消费行业
税收增长 24%，反映消费升级态势加
快。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 “互联网 +”核
心行业均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前
三季度，这两个行业同比增长 11.2%
和 39.8%。

另一方面，相关产业税收降幅收
窄，反映化解过剩产能成效初显。前三
季度，采矿业、非金属矿物制品、有色
等行业税收分别下降 31.8%、2%和
2.5%，降幅比上半年分别收窄 7.3、4.2
和 7.4 个百分点；煤炭行业税收下降
23.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8.6 个百分

点；钢铁行业税收增长 1.4%，比上半年
提高 10.5 个百分点，扭转了下降趋势。
“这表明，随着淘汰落后产能和清理僵
尸企业进程的推进，以及煤炭、钢铁价格
回升，产能过剩行业出现好转迹象。”郑
小英说。

还值得关注的是，重点税源民营企
业投资增速回升，8 月份增幅达到
33.5%，并且今年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投
资增幅。1月至 8 月，重点税源民营企业
外购用于增值税进项可抵扣的固定资产
金额同比增长 10.2%。

“这说明国务院 5 月份对促进民间
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之后，
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止跌回升态
势。”郑小英指出。

总体来看，税收结构更加优化。前三
季度，第三产业税收同比增长 8.2%，快
于第二产业增速 7.2 个百分点；占全部
税收的比重为 57.3%，较去年同期提高
1.7 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14.8 个百
分点。

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税收增速较高，
反映国家实施重大战略取得成效。据郑
小英介绍，前三季度，京津冀地区税收增
长 8.1%，增速高于全国 1.1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长江经济带税收增长 8.8%，
增速高于全国 1.8 个百分点，占全国税
收收入总量的 45%，较去年同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

红利 营改增前8月减税近2500亿
今年以来，税制改革次第推进。5

月，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开启本届政府
最大的减税举措。随后，7月份资源税改
革全面推开，费改税和从价计征进一步
为企业降低了税费负担。

来自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目前，税
改的红利已经开始显现。截至 8 月 31
日，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四大
行业试点纳税人共计 1048万户。5 月至
8 月，四大行业累计实现增值税应纳税
额 3127 亿元，与缴纳营业税相比，减税

486亿元，税负下降 13.45%。“目前，全
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运行平稳，呈现出逐
月向好的发展态势。”税务总局货物和
劳务税司副司长林枫对记者表示。

分行业来看，5 月至 8 月，四大行业
均实现减税，金融业减税 108.35 亿元，
税负下降 9.66%；建筑业减税 44.73 亿
元，税负下降 5.58%；房地产业减税
51.13 亿元，税负下降 7.24%；生活服务
业减税 282.11 亿元，税负下降 28.66%。
“除了四大行业自身减税 486 亿元外，
前期纳入营改增试点的‘3+7’行业减
税 541 亿元，原增值税行业减税 619 亿
元，5 月至 8 月合计实现减税 1646 亿
元。再加上 1月至 4月营改增 847亿元
的减税，1 月至 8 月营改增整体减税共
计 2493 亿元。”林枫指出。

另据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副司
长练奇峰介绍，从资源税改革实施以来
8、9 两个月情况看，新税制转换顺利，从
价计征机制全面推开，企业税费负担普
遍下降，改革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据介绍，本次资源税全面改革共涉
及 129 个税目，在全面清费立税的基础
上对 124 个税目实行从价计征，仍保留
从量计征的税目 5 个，主要是税源分
散、价格不易取得的黏土和砂石等税目。
8、9 两月，129 个改革税目资源税收入
合计 49.72 亿元，其中，从价计征 124 个
税目收入 40.28 亿元，占 81%，属于主
体部分；从量计征 5 个税目收入约占
19%。8、9两月，全国为符合条件的企业
共减免资源税近 4000 万元。

展望 减税降费四季度将持续发力
从目前来看，降成本的系列举措中，

减税降费可谓力度最大、效果最直接。而
为企业减负仅是税改红利的其中一项，
更多的红利体现在制度优化等层面。

例如，资源税的从价计征机制发挥
较好调节作用。业内专家表示，本次改革
全面推开了资源税从价计征方式，有利
于发挥资源税随矿价升降而增减的自动

调节作用。此外，促进矿产资源节约利用
的政策效应和促进用水节约的成效都已
经显现。

多位业内专家对 《经济参考报》记
者指出，目前来看，经济呈现出筑底企稳
的迹象，但是复苏反弹的基础还不牢固，
四季度减税降费仍将持续发力担纲“降
成本”，助力“稳增长”。具体包括落实
和完善营改增相关政策和过渡性措施，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营改增、资
源税改革试点的深入推进，以及化妆品
消费税税率调降等将持续释放红利。

“营改增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调
试，‘只减不增’已全面落地，四大行业已
实现所有细分小行业全部减税。”税务总
局税收科研所所长李万甫对记者表示，作
为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营
改增担负着企业“降成本”改革的任务。
“营改增”释放的税制转换红利，提高要
素供给的效率，将助力发挥市场机制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此外，还有利
于优化税制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加快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经
济增长极。

林枫表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结合
前期营改增运行情况，进一步做好纳税
服务工作，特别是引导试点企业加强财
务管理、完善内部治理，最大程度地享受
营改增政策红利，更好促进广大企业和
经济的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
研究员汤继强认为，全面实施“营改增”
以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
性和保障性作用更加凸显。“下一步，在深
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
央地方收入关系的过程中，要细化落实好
《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大力
推进中央层面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快推
进省以下相关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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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持续发力减税 2493 亿 新旧动能转换明显

中央环保督察“重拳出击”。从10
月21日起,国家环保部将组织10个督
查组,对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
宁、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海南、四川、云南、陕西、甘
肃、青海、新疆等20个省市区落实环境
执法监管重点工作情况进行督查。今年
7 月份,2016 年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全面启动,8个中央环境保护
督查组进驻各地,分别负责对内蒙古、黑
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
等8个省(自治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对地方政府偏袒、庇护的环保问题和
国企、央企出现的环境污染现象,一律给
予严厉问责。此次环保督查再次大规模
出击,意在通过环保督察倒逼高耗能、高
污染企业去产能,甚至退出市场,鼓励更
多企业走上技术创新的道路。

有色金属板块小幅上涨。2016年
10月20日,上证综指报3084.46点,下
跌0.01%。深证成指报10784.33点,上涨
0.25%。有色金属(申万)指数报收3678.43
点,上涨0.12%。个股方面,43家上涨,23
家持平,43家下跌;其中,四通新材、西部
资源涨停。

有色金属价格追踪。10月20日,基本金
属价格涨跌互现。其中,铜精矿上涨0.33%,电
解铜下跌0.08%,铝锭价格持平,铅锭价格持
平,锌锭上涨0.16%,电解镍下跌0.86%,锡锭
价格持平;贵金属中,金价上涨0.75%,银价上
涨0.25%。小金属价格中, 仲钨酸铵上涨
0.92%,钨粉上涨1.79%,其他小金属价格全部
持平。稀土中,氧化镨钕上涨0.82%,其余稀土
价格全部持平。

行业资讯。(1)世界金属统计局:今年
1-8 月镍市场供应短缺 7.51 万吨;(2)
WBMS:1-8月铜市场供应过剩9万吨;(3)
中国工信部发布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十三五
(2016-2020年)规划;(4)北京第三批新能源
汽车补贴名单发布。

10月19日国内外要闻。国内方面:(1)
中国四季度工业料延续平稳,前三季钢铁煤
炭去产能已完成80%。(2)商业航天国家队
长征火箭公司揭牌:提供太空旅游服务。(3)
中国三大石油巨头削减资本支出, 致国
内产油量下滑。国外方面:(1)美大选终辩
希拉里似完胜,但谨防“脱欧公投”情景
再现。(2)美联储褐皮书:就业市场吃紧,
展望大多正面。(3)英国三季度零售销售
涨幅喜人。 中国有色网

有色金属行业:
中央环保督察再度“重拳出击”

上周铜市地位震荡，其中 LME
开始下试年内震荡区间支撑线，国内
铜价也受压于 5周均线。其中，沪铜
12月合约本周收盘下跌 190 元，收于
37180 元。总持仓减少 5164 手到
44.4 元手。总成交量为 138.8 元手。

上周美元指数表现较强还是给铜
价带来了压力，美联储发布的经济状
况褐皮书认为美国经济温和和扩张，
市场对于 12 月加息的预期仍然高达
67.6%，这给美元带来支撑。上周四欧
洲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暗示延长资
产购买至明年 3月令美元再度借力上
行。美元走强利空铜价。

从铜市来看，上周 LME 库存增
加 2425 吨至 34.9 万吨，上周 LME
现货贴水均值为贴 20.81 美元，较上
周的贴 20.55 美元扩大。国内现货升
水上周持续扩大，上周五为升 170-

升 230 元，成交集中于中间商，下游以
按需采购为主。

上周现货贸易进口亏损减少，上周
五现货贸易出现盈利，上周内存在做空
期货贸易利润的机会。洋山铜溢价上周
上涨两次，从上周一的 75 美元上涨至
上周五的 82.5 美元，洋山铜溢价提高与
上国内进口窗口打开有关。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9
月未锻轧铜及铜材出口同比提升
121.3%至 27848 吨，中国更多的从进
口铜向进口矿转移以及国内冶炼厂在
高加工费刺激下生产积极为主要原
因，上周干净矿现货 TC 报 100-105
美元 / 吨。

从技术上看，铜价整体处于下跌之
中，目前铜价开始试探年内震荡区间支
撑线 4633 美元一线，我们关注铜价在
支撑线附近表现。 上海有色网

铜价开始下试支撑线
关注铜价的突破可能

近日，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公布了2016“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标准化示范企业”名单，安徽华铂再生资
源科技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是阜阳市唯一
一家入选企业。

标准化是管理规范化、管理精细化
的基础和表现形式，一个企业运用、实施
标准的多与少、先与后、优与劣，一个企业
标准化工作的先进与落后，直接决定了企
业在市场中“起跑线”位置的先与后，决
定了企业产品质量的优与劣，决定了企业
抢夺目标市场、目标客户的快与慢，决定
了企业占据市场份额的多与少。

安徽华铂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是
安徽界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田营循环
经济产业园的一家再生铅骨干企业，是原
安徽省华鑫铅业集团落实界首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双改（技改、改制）双百（两家
分公司产值达到200亿元）”战略目标，
经企业改制后于 2014年成立的一家新
公司，成功参与制定了《全国再生铅及合
金锭标准》，《全国再生铅铅渣、废水和铅

烟铅尘排放》三项国家行业标准，并相继
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和
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2015年度公司实现工业产值41.2
亿元，税收2.8亿元，今年1-9月份实现
工业产值46.7亿元，税收2.3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155%和130%，解决劳动就业
880人，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华铂科技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
“规模化、自动化、标准化、系统化、清洁化
和持续改进”的建设体系，以标准化创建
促进和引领公司的标准化建设、管理及运
营，从全面降低安全风险、提升环境保护
效益、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提升系统管理
能力等多层面入手，持续推进管理常态
化、体系化运转，建立了具有华铂发展特
色、全国再生铅循环经济产业领先的标准
化管理体系，为公司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有色网

华铂科技入选 2016 年度安徽省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标准化示范企业

10月21日，世界智能制造大会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辛国斌、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及南京市
有关领导出席发布。发布会重点介绍了我
国智能制造发展背景及机遇、江苏智能制
造发展现状及下一步方向，以及大会的筹
备情况等。

本次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
12月 6~8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大会以“让制造更聪明”为主题，采用“主
题大会+体验性展示”的形式。大会将举
办主题报告、高峰论坛以及专题论坛，举
行江苏智造创新大赛，及开展产业对接、
优秀案例体验等一系列重要活动，搭建国
际性高层次智能制造合作交流平台。

辛国斌在发布会上表示，工信部将在
大会上正式发布并解读《智能制造“十三
五”发展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智能制
造明确发展思路和目标、指明推进的重点
和路径。大会期间，还将启动成立智能制
造系统方案供应商联盟，举办江苏“智”
造大赛，以及开展相关产业对接等活动。

辛国斌说，当前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在
深刻调整，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2025
的主攻方向，是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重塑制造业发展新优势、提
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
选择，对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制
造业智能化转型、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马秋林重点介绍了江苏制造业及当
前智能制造领域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
江苏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江苏行动纲
要》为重点，以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目标，深入实施企业
制造装备升级和企业互联网化提升两大
计划，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创新
发展，制造业运行总体平稳，质量效益显
著提升，连续6年工业总量保持全国第
一。他指出，当前江苏正处于转型发展、提
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加快推进智能制造，
将有效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对于江苏
构建新型制造体系、加快制造强省建设具
有促进作用。他强调，目前在部、省、市共
同努力下，大会组织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下一步江苏将全力以赴推进世界智能制
造大会各项工作，确保各项重点活动组织
严密、凸显特色，切实将大会办好、办得精
彩、办出成效。

中国有色金属报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12月南京举行
《智能制造“十三五”发展规划》将在会上发布

书中自有
“高颜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