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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1 月 27 日发布的
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1—10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6%，
增速比1—9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其
中，10月份利润同比增长9.8%，增速比
9月份加快2.1个百分点。

一、企业效益向好态势进一步稳固
10月份利润增长有所加快，企业

效益向好态势进一步稳固，具体表现
在以下方面。

工业品价格继续回升。10月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 9 月份上升 1.1 个百分点。显
示国内工业品市场需求进一步回暖。

利润率同比继续上升。10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

为6.06%，同比上升0.24个百分点。
财务费用同比继续下降。10 月份，

企业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4.5%，延续年初
以来的下降趋势。

采矿业利润增速又创新高。10 月
份，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长 86.6%，增幅比
9月份加快 56.3 个百分点。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继续显现
库存持续下降。10 月末，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 0.3%，延
续了年初以来的下降趋势。

杠杆率持续下降。10月末，工业企
业资产负债率为 56.1%，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

单位成本继续降低。10月份，工业
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73 元，同比下降 0.13 元。
三、销售加快，价格上涨，致利润增

速回升
10 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比 9 月

份回升，主要受以下原因影响：
销售增长加快。10 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4%，
增速比 9月份加快 1.5 个百分点。

价格上涨。初步测算，10月份，因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2%，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增加约 1205 亿元，因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0.9%，企业原材
料成本增加约 597 亿元，两者相抵，利
润增加约 608 亿元，比 9 月份多增约
105亿元。

化工、煤炭和通用设备等行业拉动

明显。10 月份，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同比新增利润 81.4 亿元，比 9 月份
多增 55.2 亿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
新增利润 165.6 亿元，比 9 月份多增
56.1 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同比新增利
润 19.4 亿元，而 9 月份则同比减少 28.6
亿元。以上三个行业合计拉升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2.7 个百分点。

10 月份工业利润增速虽然稳中有
升，但利润增长结构不尽合理，传统原
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对整个工业
利润增长作用较大，而高技术制造业和装
备制造业利润增速却有所放缓。此外，利
润增长动力也过多依赖于价格的上涨。工
业企业尚需多练内功，以提质促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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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利润增速又创新高 10月份同比增长 86.6%

11月23日，国际金价再现跳水行
情。截至24日16时35分，国际金价为
1183.05美元/盎司。受国际金价下滑影
响，长沙多家金店也纷纷下调了金饰品
的价格，较上月末下调近30元一克。未
来金价走势如何？

国际金价较7月下滑近14%
11月24日，美元指数突破102，再

创十三年半新高，而国际金价继续走低。
截至11月24日16时35分，国际金价
为1183.05美元 /盎司，与7月的1375
美元/盎司的相对高位相比，大幅下滑
13.96%。

黄金经历了强劲的上半年，在7月
初触及年内顶点随后走低。随着投资者
越来越担心美联储升息的可能，黄金10
月初以来经历了两次大跳水。

价格跳水，也引发了机构巨头的抛售。
截至11月23日，全球最大黄金ETF———
SPDR Gold Trust大幅减持13.34吨黄
金，创一个月来最大减持。

长沙部分品牌每克不足340元
受国际金价下跌的影响，长沙多家金店

也纷纷下调了金饰品的价格。
23日，记者走访五一商圈发现，较8月

末，千足金饰品的价格已下调不少。国内多个
一线品牌的价格每克不足340元，相比半个
月前，下跌5-12元/克，而与6月下旬的价
格相比，平均下调近30元/克。

部分本土品牌降得更多，低的达到
300元 /克左右。位于五一大道步行街上
一家金店的刘姓主管告诉记者：“昨天刚调
价，按照现在的价格来计算，今年上半年上
涨的价格几乎跌去一半多。”

中长期投资仍有价值
意大利退欧渐渐来袭，加息不断靠近，

美指逐渐走强，黄金价格持续承压，那黄金
价格未来将如何走？

目前，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已达
顶点，再加上最近的美国经济数据利好，美
联储12月加息几乎板上钉钉，这对黄金而
言肯定是负面的。业内预期，黄金在美联储
12月加息预期之下预计会继续下行。

有贵金属分析师认为，尽管近期黄金
遭遇了挫折，但中长期金价仍有投资价值。
未来，真实利率水平仍为负，经济不确定还
将持续，特朗普当选更增加了商业人士的
疑虑，这些都非常利好黄金，近期的下跌或
许恰是一个买入良机。

投资分散风险可尝试3种方式
黄金价格持续波动，看不准走势，对于普

通的投资者而言，哪些方式比较合适？
对于入门级选手来说，纸黄金比较合

适———投资门槛低、采取“24小时不间断”
的交易模式以及T+0的交割方式。投资纸
黄金也不像投资实物金，需要随时盯盘关注
市场走势而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出手。

同时，目前市场上还推出不少标的物
为黄金或者黄金公司股票的基金产品，用
于间接投资黄金市场，投资者也可以选择
黄金基金，有效分散黄金投资的风险。

如果想长期投资，投资者则可以选择
黄金定投（积存金），不用在意短期波动的
优势，适合投资者在一个相对的低点入场，
并坚持长期投资。但对于黄金定投而言，当
合同到期时，客户积累的黄金克数可以按
照上海黄金市场价格兑换成现金，或者相
应克数的金条、金首饰。 三湘都市报

国际金价再跳水 中长期投资仍有价值

今年以来安庆铜
矿安全生产形势一直
很好，为了让一线职
工吃得好，吃得健康，
食堂每餐保持四至五
个不同花色品种的菜
肴，使职工们吃得舒
畅，工作起来干劲更
足。图为该矿职工食
堂内，炊服人员正在
紧张地为当班职工准
备可口的午餐。

杨勤华 摄

吃得好干劲更足

LME伦敦年会后，“中国需求超预
期”和“全球矿山增产高峰已过”两大
观点开始在市场蔓延。接下来笔者将从
铜加工材着眼，试图梳理整个铜的下游
消费结构，对中国铜需求回升这一观点
进行验证。

众所周知，铜加工材分为铜杆线、铜
板带、铜棒、铜管、铜箔等，根据SMM的
最新数据，分别占加工厂铜消费的53%、
13%、13%、12%、2%。铜板带和铜棒的使
用领域极其分散，暂时无法对铜板带和
铜棒下游消费进行跟踪，因此笔者只对
合计占比67%的铜杆线、铜管和铜箔进
行分析。

铜杆线主要加工成电力线、建筑线、
汽车电子线、通信线、裸导线和漆包线，
根据国际铜业协会数据，占比分别为
38%、25%、6%、2%、5%、24%。通信线用
铜少并难以统计，裸导线在野外高压线

的架设中使用量也越来越少，因此不对此
类进行跟踪。

与大部分人的猜测不同，电力线其实更
多地运用在非电网部分，电网部分占比只有
26%。我们通过对国网招标情况进行跟踪，
发现上月末国网集中招标，但交货期延后对
当下消费并无提振。非电网部分用线主要集
中在发电厂、变电站、工矿企业和轨道交通
领域。10月采矿业用电量同比增加1.39%，
今年来增长率首次转正；重工业用电量同比
增加4.4%，增加幅度上升；用电量上升对电
力线的消费有一定提振。2016年中国铁路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累计里程约1.4万公里
（部分阶段线路已完工通车），累计投资估
算总额约1.67万亿人民币，持续性的铁路
高投入极大地推动了铜的消费（接触网）。

建筑类型的不同会导致建筑用铜密度
不同，由于用电需求的增长，各种类型建筑
的用铜密度均在过去几年不断上升。截至

10月，住宅、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累计竣
工面积同比分别5.7%、-4.4%、4.6%。虽然办
公楼的用铜密度高于住宅，但今年房屋整体
竣工改善、住宅面积基数更大，提高了建筑
用线需求，成为铜线缆消费的主要贡献者。

10月汽车产量240.9万辆，同比增长
18%，环比减少6.5%。目前距离去年出台的
购置税减半政策结束还有一个半月时间，在
国庆期间，不少地方出现赶搭最后一班车的
情况，小排量汽车销售量大增，并带动车市
整体上涨。

漆包线中铜消费占比10%以上，从大
到小依次为：变压器（34%）、家电（25%）、
电机（18%）、汽车（10%）。10月空调、冰
箱、洗衣机和彩电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9.2%、27%、3.4%和9%。

8月交流电机产量为2379.8万千瓦，
同比增长3.1%。今年配电变压器的预计产
量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80%以上的铜管消费来自于空调。空调
厂排产自7月起，逆袭超过去年同期。内销
先抑后扬，9月同比改善，渠道极力补库加
上今年春节提前，空调厂生产及备货表现积
极。外销虽有回落但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外销今年亮眼的表现弥补了上半年来内销
的低迷。

铜箔是近几年铜下游消费的一个亮
点，主要运用在锂电池负极和印刷电路
板上。10月我国锂电池产量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同比增加 54.6%。印刷电路则连
续两年无增长。

综上所述，从铜加工材角度看，中国
铜消费确实有所改善。房地产新政对铜
消费的影响预计在明年二季度开始显
现，如果一季度其他领域的消费增速能
继续维持，预计在消费方面一季度铜价
仍会有一定支撑。

中国有色网

从铜加工材看中国铜消费改善

“黑色涨完有色涨”，商品市场也玩
起板块轮动。周四，就在“绝代双焦”回调、
铁矿石期价涨幅收窄之际，以“铜博士”
为代表的有色金属板块接过领涨大旗。

分析人士认为，从国内黑色系品种的
独角戏，到有色金属板块国内外联袂绽
放，商品反弹的逻辑已不仅局限于国内
资产荒和供给侧改革等因素。经过漫长
熊市之后，期货价格大涨，或许意味着全
球商品新周期已经开启。

煤炭“补贴水”铜市补库存
当黑色系暂时走完“补贴水”行情，

以铜为代表的有色金属板块悄然迎来
“补库存”行情。

截至昨日收盘，沪铜1701合约上涨
5.35%或2450元 /吨，收报48210元/
吨，盘中一度涨停；伦铜同步走高，记者发
稿时上涨1.6%或91美元/吨，报5860
美元/吨。10月24日以来，伦铜自低位
企稳反弹，至今累计涨幅达26.15%；同期
沪铜涨幅更大，为29.67%。

“铜市正在经历中下游库存重建，目
前由之前中下游开工率回升带动的主
动补库存阶段，进入到因畏涨情绪诱发
的被动补库阶段。”东证期货分析师曹
洋指出。

中银国际期货分析师刘超表示，受

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数据快速好转影响，国
内终端需求在滞后地产数据几个月后开
始明显加快。国内需求回暖带动铜价攀
升，进口出现盈利，进口增多又带动外盘
铜价同步上扬。

铜价强势上涨背后，除基本面推动，也
有资金面支撑。国内外市场上资金全线做
多，成为铜价上行的一大动力。沪铜方面，截
至11月24日，主力1701合约前20席位
上多单为61606手，空单为57934手，呈
净多单格局。CFTC公布数据显示，伦铜方
面，基金净多持仓增加5359张至44995
张，多头持仓减少469张，空头持仓减少
5828张。

“目前伦铜空头持仓为年内偏低水平，
基金多头不仅为年内最高，且高于往年同
期。”建信期货分析师余菲菲表示。

人民币贬值也成为助力铜价上涨的重
要因素。海通证券(600837,股吧)期货研究
主管高上表示，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金属
铜内外盘比价也震荡走高。近期沪铜主力合
约的内外盘比价回升到8.0附近，进口盈利
约600元/吨，加之现货近200元/吨的
升水，应该说进口盈利的状态较明显，内强
外弱格局仍在延续。

“铜博士”透露复苏信号
素有“铜博士”之称的铜，因应用广泛，

一旦实体经济有起伏，价格极易受影响。相
比许多经济数据，铜价能更直观反映未来经
济走向。

“如果说黑色系大涨是国内供给侧改革
的结果，那么沪铜伦铜联袂大幅反弹，则预示
商品市场反弹已不是简单用资本荒和国内供
需阶段偏紧可以解释的，目前市场逻辑很可
能需要重估。”资深投资人士王先生表示。

金鹏期货喻猛国表示，从今年以来大宗
商品的价格表现和市场发出的信号看，大宗
能源、原材料均已进入牛市初期。铜的供需
层面在五年的熊市中进行市场化调整，年
初已经见底，目前已进入了新的牛市周期。

数据显示，10月全球制造业、服务业
PMI全面高于前值。10月摩根大通全球
制造业PMI录得 52.0，前值 51.0；服务业
PMI录得 53.2，前值51.6；综合PMI录得
53.3，前值51.7。

市场预期从通缩转向通胀
“从目前大宗商品走势看，在货币大

量超发与低资金成本的前提下，市场预期
从通缩向通胀的转换已经开始，而且将维
持相当长时间，理由是经济复苏从原材料
生产企业开始，目前已有迹象表明相关企
业已复苏，比如煤炭企业等。”昌荣资产董
事长佘瑞海认为。

中大期货副总经理景川表示，目前经

济格局可能类似于1999-2000年的美国
加息周期，在货币紧缩周期下，次贷危机
以来向全球投放的流动性将继续回收，目
前以东南亚为代表的货币已呈现加速贬
值，资金加速从新兴市场撤离，这种趋势
或在未来1-2年延续。

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并不一定带来商品
下跌。1999-2000年加息周期中，美元指
数和商品同涨，全球贸易繁荣一方面推升
通胀和一定程度泡沫，但也带动经济上涨。

“目前市场对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大
基建的预期一直存在，虽然推进速度或不
及预期，但在过去4-5年熊市的产能压缩
后，一旦需求超预期，商品产需缺口将无
法在短时间内填补，出现美元和商品同涨
的可能性依旧存在。”景川说。

海通证券期货研究主管高上认为，大
宗商品期货行情将在 2017 年进一步演
绎，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有色、能化可
能接替黑色系，带领行情延续牛市行情。景
川认为，房地产和黑色、有色价格的上涨会
全面推升生产和生活成本。在目前全球低
利率环境中，流动性依旧过剩，本币贬值带
来的通胀预期得到快速推升，资源类商品
在国内上涨的周期性决定了其是大类资
产配置的必然选择。

中国有色网

环球“铜”涨 商品开启牛市新周期

记者26日获悉，按照国务院部署，
国务院两个调查组已分赴河北和江苏，
就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中个别企业存
在的顶风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

记者了解到，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林念修担任组长的调查组 11
月 24 日抵达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
县，对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进行了
现场调查，召开了河北省、秦皇岛市、
昌黎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参加的座谈
会，并分组向政府有关部门、相关企
业调查了解情况，调阅文档资料。25
日，调查组在继续与相关人员谈话了
解情况的同时，就项目审批、土地使
用、环境保护、安全管理等进行了分
组核查，并赴项目相关企业，对置换
产能拆除情况等进行现场核实。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

斌担任组长的调查组 24 日 17 时抵达
江苏省徐州市，25 日上午召开座谈会，
听取了江苏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徐州市
政府汇报。之后，分 3 个小组实地抽查
了新沂市华达钢铁厂、瑞新钢铁、盛祥金
属等 9 家企业。下一步，调查组将继续
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走访暗访等形
式深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

两个调查组均由 10 个单位组成，
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安全监管
总局、银监会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调查组将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
意见报国务院。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予以
严肃查处，对相关责任人严厉追责问
责，并加大公开和曝光力度，通报调查
处理结果。 新华社

国务院调查组赴河北、江苏
查处去产能违法违规行为

在 11 月 23 日 召 开 的 新 疆
“358”地质找矿工作会议上获悉：新
疆地质找矿实现重大突破，煤、铁等
主要矿种查明资源储量是近 60 年累
计查明资源储量的 2 倍至 10 倍，新
发现 96处大型超大型矿床。

2008年，国土资源部与自治区人

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按照“3年要有
重大进展，5 年要有重大突破，8 年要重
塑新格局” 的目标要求，启动了新疆
“358”项目。“358”项目推动了新疆优
势资源转化和特色产业发展，为满足国
家战略资源需求和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 中国有色网

新疆新发现 96处大型超大型矿床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云铜锌业
物资库存自 6 月份低于目标值近 90
万元后，其后 4 个月也都大幅低于目
标值，物资管控工作成效明显。

据了解，自该公司开展物资管控
工作以来，物资管控优化小组每月至少
召开一次物资管控优化专项会议，检查
落实上月措施，分析库存情况并制订下
月工作计划。在此期间，该小组充分利
用“物资管控优化管理”微信群，保障
物资管控的改善措施得到及时落实。每
天，生产运营中心都会在群里发出物资
领用报表，确保各部门、分厂及时了解
情况，减少以领代耗的发生；各分厂和

市场营销中心则会及时沟通辅料进场、新
购备件等环节的进展。到货情况的及时反
馈，则确保了物资领用符合规范，出现异
常情况各方能快速解决。

同时，物资管控优化小组继续严格
申报审批流程，各生产单位根据生产实
际需要，如实按需填写物资采购计划，各
分厂指定专人签字审核，近几个月基本
无新增流动性差库存。在物资出库及使
用跟踪上，物资出库以生产实际需求为
原则，杜绝以领代耗。营销中心根据燃辅
料安全库存，让供应商在昆明备货，减小
了库存积压，燃辅料库存也大幅下降。

中国有色网

云铜锌业物资库存
连续五个月低于目标值

上周，铅价强势拉涨，沪铅1612合
约已由周初开盘时的17875元/吨，迅速
上升至20425元/吨，周累计涨幅达到
14.20%。

目前沪铅 1612 合约最新持仓量
8940手，折合需交割铅锭共计22350吨。

根据上期所最新库存数据来看，截
止上周五，库存总量 22788 吨，其中期
货为16714吨。

现货市场方面，市场流通交割货源
紧张，上海市场交割品牌铅成交价对
期盘维持高升水，河南地区受到矿紧
张、环保限产等影响，交割品牌升水
也接近 400-500 元 / 吨。

河南部分炼厂听闻受到环保限
产要求减产，目前仅供长单，库存紧
张，不出散单。

今年冬季较往年更为寒冷，预计
矿山无法延长生产时间，令矿的紧张
无法缓解，拖累铅锭产量。

结合以上情况来看，可知沪铅
1612 合约已进入逼仓行情。这不禁让
我们想到了今年初发生的那次逼仓
事件：沪铅 1602 合约两周内价格由
12800 元 / 吨迅速拉升至 14000 元 /

吨之上。现货价格从万三涨至万四附近，
当时我们分析如下：

1、2 月份恰逢中国农历春节，放假
一周，2 月 5 日为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就是 2 月 15 日，也
是当月期货交割日。

2、受春节影响，全国绝大多数物流
企业纷纷停运，对运输造成较大影响，交
仓货源无法及时入库。

3、从期货持仓量来看，2 月 5 日沪
铅 1602 合约持仓量为 4440 手，推算出
需要交割量约为 1.1 万吨，而上期所公
布的当日库存小计仅有 8904 吨，存在
缺口。

后多头逐渐获利了结，且随着元宵
过后多数物流企业恢复正常运营，逼仓
行情才落下帷幕。

SMM 认为，相较于年初，今次逼仓
行情出现的根本原因为现货紧缺，受制
矿紧张、环保、冬季闭矿、下游消费旺季
即将来临等多重因素影响，现货紧张短
期内或无法得到缓解，年内现货市场或
将持续维持高升水状态。

综上，SMM 认为，本次逼仓行情或
比年初更加严峻。 中国有色网

铅价暴力拉涨
逼仓再现比年初更严峻

2016 年 1-10 月，全国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①（以下简称国有企业）
经济运行趋稳向好。收入自 6 月首次
实现同比增长以来，增幅持续扩大；
利润同比降幅逐月收窄，本月首次实
现同比增长；煤炭、钢铁等行业利润
大幅增长；有色等行业继续亏损。

一、 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情况

（一）营业总收入。1-10月，国有
企业营业总收入367398.3亿元，同比
增长1.5%。（1）中央企业220754.4亿
元，同比增长0.4%。（2）地方国有企业
146643.9亿元，同比增长3.3%。

（二）营业总成本。1-10月，国有
企业营业总成本357969.5亿元，同比
增长1.6%，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
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 5.8%、增长
6.7%和下降 4.9%。（1） 中央企业
212313.4 亿元，同比增长 0.9%，其中销
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
增长5.7%、增长8.5%和下降5.8%。（2）
地方国有企业145656.1 亿元，同比增
长 2.7%，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
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5.9%、增长4.3%
和下降3.9%。

（三）实现利润。1-10月，国有企

业利润总额 19196.5 亿元，同比增长
0.4%。（1）中央企业 13134.3 亿元，同比
下降3.9%。（2）地方国有企业6062.2亿
元，同比增长11%。

（四）应交税金。1-10月，国有企业
应交税金30784.6亿元，同比下降1.1%。
（1）中央企业 23617.4 亿元，同比下降
3%。（2）地方国有企业7167.2亿元，同比
增长5.6%。

（五）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10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305641.2 亿
元，同比增长 10.2%；负债总额 864608.3
亿元，同比增长 10.4%；所有者权益合计
441032.9亿元，同比增长9.9%。（1）中央
企业资产总额 685421.9亿元，同比增长
8.5%；负债总额466423.8亿元，同比增长
8.9%；所有者权益合计218998.1亿元，同比
增长7.6%。（2）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620219.3亿元，同比增长12.2%；负债总额
398184.5亿元，同比增长12.1%；所有者权
益合计222034.8亿元，同比增长12.4%。

二、主要行业盈利情况
1-10月，煤炭、施工房地产、医药和

汽车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石
油、烟草、化工和电力等行业实现利润同
比降幅较大。有色等行业亏损。

统计局

1～10月国有企业
经济运行趋稳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