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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MiningWeekly报道，国际铜
研究小组（ICSG）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前10个月，世界矿山铜产量同
比下降2.6%，其中精矿铜产量下降2.2%，
溶剂萃取-电解铜产量下降4.3%。

从地区上看，非洲矿山铜产量下
降 1%，美洲下降 3%、亚洲下降 4%，
大洋洲下降 3%，但是欧洲（包括俄罗
斯）增长 2%。

世界最大铜生产国智利铜产量下
降 2%，主要是受到埃斯康迪达（Es-
condida） 矿山罢工以及国家铜业公
司（Codelco）产量下降影响。

铜精矿
阿根廷、加拿大和蒙古的精矿铜

产量分别下降 55%、17%和 17%，主
要是因为开采品位下降，而阿根廷的
阿伦布雷拉（Alumbrera）铜矿已近
关闭。 另外，印度尼西亚精矿铜产量
下降 15%，主要是因为从 2017 年 1

月开始到 4 月份结束的精矿出口临时
禁令。美国产量也下降了 12%，主要原
因是开采品位下降，开采速度减缓，以及
年初的天气条件不佳。

但是，哈萨克斯坦和秘鲁的精矿铜
产量分别增长了 32%和 3.5%。两国铜
精矿产量增长都得益于新建和改扩建矿
山投产，尽管都还没有完全达产。巴西、
墨西哥、缅甸、西班牙和瑞典的精矿产量
也出现增长。

精炼铜
2017 年前 10 个月，世界精炼铜产

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原生（电
解和电积萃取）下降 2%，但再生铜产量
增长 9%。

废杂铜可供量增多使得再生铜产量
上升，特别是在中国。世界精炼铜增量最
多的是中国，其精炼铜产量增幅为 5%。
其次是印度，增幅 7%。欧盟一些国家在
经历 2016 年的维修期满后生产开始恢

复。
但是，由于世界第二大精炼铜生产

国智利产量下降了 8%，加上世界第三
大、第四大精炼铜生产国日本和美国产
量分别下降 4%和 10%，使得世界精炼
铜产量未出现明显增长。

从地区看，亚洲精炼铜产量增长
3%，欧洲增长 3.5%，非洲下降 2%，美洲
下降 8%，大洋洲下降 10%。

从消费量来看，2017 年前 10 个月
世界精炼铜视消费量估计增长了 0.2%，
部分原因是废杂铜供应增长抑制了全球
精炼铜的消费，

初步数据显示，消费量占世界一半的
中国精炼铜视消费量与上年相比基本未
变，但是其他国家消费量增长了0.4%。

尽管中国精炼铜产量增长了 5%，
但净进口量下降了 11%，不包括未报道
的库存数据，中国精炼铜视消费量基本
未变。

前 10 个月，世界精炼铜经平衡后
供需缺口为 17.5 万吨，这已经是对之前
提交数据进行了修改。若考虑中国库存
数量，短缺量为 15万吨。

根据独立咨询机构提供的数据，
2017 年前 10 个月，中国库存量增加了
2万吨，上年同期增量为 4万吨。

铜库存量
截至 2017 年底，伦敦金属交易所、

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铜库
存量合计为 54.25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
加 3456 吨，增幅 0.6%。

12 月份，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现货均
价为 6801.16 美元 /吨，略低于 11 月份
的 6825.57 美元 /吨。

2017 年铜最高价为 6216 美元 / 吨
（12 月 28 日），最低价为 5466 美元 /
吨（5 月 8 日），全年平均价为 6165.97
美元 /吨，高于 2016 年平均价格。

国土资源部

ICSG：世界精炼铜持续短缺

“湖山铀矿自2016年底产出第一
桶铀以来，产能稳步提升，2017年全年
累计产量超过 1000 吨，2018 年将达
产。”1月23日，中广核召开2018年度
新闻发布会，中广核新闻发言人黄晓飞
在发布会上，对外通报了我国在在非洲
最大的实体投资项目的最新进展。此
外，中国在英国及欧洲最大的投资项
目———中广核英国核电项目亦在有序
推进。

多项财务数据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
2017年，中广核保持了连续多年

两位数增长的良好势头，截至年底，总
资产达到 6352 亿元，同比增长
22.1%；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9.3%，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 15.3%。黄晓飞表示，
中广核是国务院国资委重点盈利企业
和重点增利企业，综合业绩保持在央
企第一方阵。

黄晓飞透露，2017年度，中广核全
年清洁能源上网电量 211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0%，相当于替代标煤6613
万吨，对应减排二氧化碳1.6亿吨、氮氧
化物和二氧化硫各32万吨，环保效益

相当于造林48万公顷，可以覆盖约三分
之一个北京。

2017年，随着阳江核电4号机组投
入商运，中广核在运核电机组达到20台，
装机容量2147万千瓦，占全国的60％。
在建核电机组8台，装机容量1027万千
瓦，占全国的46％。黄晓飞表示，中广核继
续保持国内最大的核电运营商、全球最大
核电建造商以及在运在建全球第三大核
电企业地位。

“华龙一号”示范项目主设备国产
化率达86.7%

华龙一号作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已成为闪亮的
“国家名片”，2016年 9月 29日，中广核
与法国电力集团、英国政府签署了英国新
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协议，正式挺入世界老
牌核电强国英国，实现了我国核电走出去
的历史性突破。广西防城港核电二期作为
国内示范项目，以及英国布拉德维尔B项
目的参考电站，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
创新，工程建设屡创佳绩。

黄晓飞透露，防城港二期安全、质量
全面创优，设计、设备、建安全面超预期完

成年度任务。造价、进度全面可控，示范效
应逐步显现。目前，防城港二期已完成3
号核岛第九层筒体吊装，4号核岛第二层
筒体吊装，反应堆压力容器、汽轮发电机
组等核心设备制造已全面启动，均实现国
内制造厂商承制，主要设备国产化率已达
86.7%。

与此同时，中广核国内国外双线推进
华龙一号。2017年1月，华龙一号英国通
用设计审查正式获得英国政府受理。自正
式启动以来，历经近10个月的准备，完成
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于 2017 年 11 月
16日获得了英国当局认可，GDA正式进
入第二阶段。与此同时，将采用华龙一号
技术建设的英国布拉德韦尔B项目进入
厂址勘查阶段。

海上风电累计核准容量达106.6 万千瓦
新能源作为中广核发展的支柱产业

之一，业务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
区。国内在运电力总装机规模达1500万
千瓦，包括风电、太阳能、水电、燃气、热电
联产等类型，综合实力位居国内新能源企
业前列。

据中广核新能源新闻发言人李健介

绍，继2016年 9月，我国首个真正意义的
海上风电项目———中广核江苏如东海上
风电项目全场投行以来，中广核积极布局
海上风电市场，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7年 9月，我国迄今为止一次性
核准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
阳江南鹏岛 40万千瓦项目实现核准，并
于年内顺利开工。12月，中广核新能源与
广东省揭阳市政府签署《海上风电项目合
作协议》，锁定 300万千瓦深水海上风电
资源。同样在12月份，中广核浙江岱山4
号21.6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实现核准。截
至2017年底，中广核海上风电累计核准
容量已达106.6万千瓦，其风电业务已形
成海上与陆上业务全面发展、风力发电与
专业化服务全面发展的发展格局，风电建
设及运维的标准化、系列化、规模化水平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建设中的福
建平潭大练30万千瓦项目是国内乃至全
世界建设难度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目前
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建成后将成为国
内海上风电标杆工程。

中国有色网

中国在非洲最大实体投资项目湖山铀矿今年将达产

沪镍、沪铅主力合约在 1月 23日
午后出现拉涨，截至收盘涨幅均接近
2%，沪铜主力合约微涨 0.22%。而在前
一夜，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多个金
属 3月合约迎来普涨，其中LME锡价
还创下了 3个月来的新高。

不过，数据显示，伦敦金属交易所
1 月 23 日金属铜库存总计 24.81 万
吨，较上一交易日大幅增加 3.63万吨。
截至记者发稿，LME3 月铜期货盘中
大幅跳水，跌 1.87%。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金属普涨一
方面是因为美元指数走弱，另一方面，
市场对于美国出台基建计划的预期越
来越强烈，多个品种金属的需求有望
进一步增长。

国内多个有色品种期货主力合约
周二集体反弹收阳且尾盘出现翘尾走
高。在期货行业研究员看来，海外金属
期货表现带动了国内品种走势，有色
金属品种有望进一步反弹走高。
市场不断传出消息称美国将出台基建
计划。在市场人士看来，这项由美国总
统特朗普筹谋多时的计划一旦实施，
将带动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物资的
消费。

“铜博士”是 2018年最被看好的

品种。进入 2018 年，越来越多观点同时
看好铜消费。矿业巨头必和必拓率先发
表看好铜的十大理由报告，明确提出随
着电动汽车和新能源行业飞速发展，将
大幅增加铜消费。

随着铜价上涨，智利政府有望恢复
该国的大型生产项目。即将在今年 3 月
就任的智利新任总统皮涅拉在有关场合
表示，智利有望启动五六个超过 10亿美
元的大项目。

去年以来，“锌锌向荣”和“妖镍”
两个生造词在有色行业频繁亮相，也反
映出锌和镍两大品种的价格强势。上海
有色网锌行业资深分析师刘梦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2018 年开局，LME 锌
价再创 10年新高，冲高至 3400 美元 /
吨上方。国内锌矿供应持续出现缺口，供
应端无疑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
市场对需求端的关注也在升温。刘梦月
认为，2018 年国内锌消费或继续增长但
增速将放缓。

上海有色网镍行业资深分析师杨波
则认为，镍终端主要包括化工、交通、家
电等，当然也有部分基建，美国基建计划
如能落地，无疑将提振市场对有色金属
终端需求的预期，镍品种将受到带动。

中国有色网

国际市场有色金属大涨

钛矿：上周，四川攀枝花地区钛矿
价格与前周基本持平，进口矿需求略
显低迷。记者了解，从 1月中下旬起，
钛矿采购将陆续结束，随着需求逐步
放缓，短期内价格将弱势运行。

钛白粉：自 1 月以来，虽国际巨
头上调价格，但国内钛白粉价格稳定，
多数企业对后期市场看好。目前，国内
多数硫酸法金红石和锐钛型钛白粉主
流价格在 1.55 万 ~1.76 万元 / 吨和
1.35 万 ~1.48 万元 / 吨。

钛渣：上周，钛渣需求下降，但

多数企业表示，不会降价销售，所以价
格暂时稳定。至 1 月 19 日，高渣 6250
元 / 吨，酸渣 4000 元 ~4200 元 / 吨。

海绵钛：上周，海绵钛价格稳定。
记者从南方一家企业了解到，下游需
求增加，订单量明显上升。分析认为，
随着需求的增加，海绵钛企业库存进
一步减少，将会影响海绵钛价格的变
化，近期，海绵钛价格或将上调。至 1
月 19 日，1# 海绵钛主流价格 5.5 万
元 / 吨。

中国有色金属报

需求或将助推海绵钛价格上涨

2017年 1-12月，全国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① （以下简称国有企业）
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稳中有进，国有企
业收入和利润持续较快增长，利润增
幅高于收入 9.9个百分点。

一、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情况

（一）营业总收入。1-12月，国有
企业营业总收入 522014.9 亿元，同比
增长 13.6%。（1）中央企业 308178.6
亿元，同比增长12.5%。（2）地方国有
企业213836.3 亿元，同比增长 15.2%。

（二）营业总成本。1-12月，国有
企业营业总成本 507003.9 亿元，同比
增长 12.6%，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 9.5%、8.5%
和 8%。（1）中央企业 297048.4 亿元，
同比增长 12%，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 7.6%、
7.9%和 4.6%。（2） 地方国有企业
209955.5 亿元，同比增长 13.5%，其中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
分别增长 12.5%、9.3%和 11.2%。

（三）实现利润。1-12月，国有企
业利润总额 28985.9 亿元，同比增长
23.5%。（1）中央企业 17757.2 亿元，

同比增长 16%。（2） 地方国有企业
11228.7亿元，同比增长37.6%。

（四）应交税金。1-12月，国有企业
应交税金 42345.5 亿元，同比增长 9.5%。
（1）中央企业 30812.9 亿元，同比增长
5%。（2）地方国有企业 11532.6 亿元，同
比增长23.6%。

（五）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12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517115.4 亿
元，同比增长 10%；负债总额 997157.4
亿元，同比增长9.5%；所有者权益合计
519958 亿元，同比增长 11%。（1）中央
企业资产总额 751283.5 亿元，同比增长
8.2%；负债总额 511213 亿元，同比增长
7.3%；所有者权益合计 240070.5 亿元，
同比增长 10.2%。（2）地方国有企业资
产总额765831.9 亿元，同比增长 11.8%；
负债总额 485944.4 亿元，同比增长
11.9%；所有者权益合计 279887.5 亿元，
同比增长11.7%。

二、主要行业盈利情况
1-12 月，钢铁、有色等去年同期亏

损的行业持续保持盈利，煤炭、交通、石
油石化等行业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电力
等行业利润同比降幅较大。

中国有色网

2017年钢铁、有色等行业
持续保持盈利

1 月 22 日消息，从必和必拓
2018 上半财年运营公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获悉，2018 财年
（注：2017 年 7 月 -2018 年 6 月），
必和必拓石油、铜、铁矿石和动力煤的
全年生产目标与单位成本目标维持不
变，受煤矿地质问题影响，本财年炼焦
煤生产目标下调至 4100 万 ~4300
万吨之间，煤炭单位成本目标将受不
利影响，公司仍将继续减持美国油气
资产。

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麦安哲
（Andrew Mackenzie） 表示：“得
益于价格上涨，我们在过去的半年里
（注：此处指财年，时间是 2017 年
7-12 月）经营业绩表现强劲。得益于
Los Colorados 扩建项目的投产，集
团铜矿产量增加了 17%。同时，西澳
铁矿与昆士兰煤矿的产量也均创下历
史新纪录。多元化的资产组合在 2018
财年第二季度 （2017 年 10-12 月）
中表现出来的良好发展势头也将会持
续带动下半年（注：此处指财年，时间
是 2018 年 1-6 月） 运营业绩的提
升。综合来自于铁矿石与铜挖潜项目
的产量增长，我们预计全年产量增幅
为 6%。”

公报称，集团主要开发项目现在
都在按部就班推进。2017 年下半年当

期息税前利润中将包含的资产减记主要
是关于埃斯康迪达铜矿（Escondida）
的传送带装置，预计减记在 2.5 亿美元
至 3.5 亿美元之间。
公报介绍，西澳铁矿（WAIO）产量在
2017 年 12 月当季创下新高，年化产量
达 2.84 亿吨。

在煤炭方面，布罗德梅多煤矿
（Broadmeadow） 煤层顶部地质问题
对生产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 2018 年一
季度末，因此集团将本财年炼焦煤生产
目标下调至 4100 万 ~4300 万吨之间。
此外，黑水煤矿（Blackwater）因潮湿
多雨天气引发的地质工程问题也是导致
生产目标下调的原因之一。

2018 财年的煤炭单位成本目标预
计也将因上述问题受到不利影响，具体
情况公司正在进一步评估中。

公报表示，必和必拓将持续挖掘资
产组合的潜在产能，智利埃斯康迪达铜
矿（Escondida）的 Los Colorados 扩
建项目在 2017 年 12月当季成功投产。
在油气方面，公报称，2017 年第四季度，
在美国的陆上石油生产钻井数量仍为 9
台，但预计未来会有所减少，公司正在调
整生产方案以期在退出页岩业务过程中
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时，集团也在继续评
估剥离非核心美国陆上油气资产的各种
方案。 新浪财经

必和必拓：铜煤产量创新高
预计 2018 财年产量增幅 6%

广东省地质五队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将地质找矿的
触角延伸到海拔 4000 余米的帕
米尔高原腹地，将综合地质服务
输送到塔吉克斯坦。

5 年来，该队共完成探槽
41588 立方米、钻探 42253 米，
累计探明金金属量 60 吨，资源
量有望超 100 吨。该队大队长康
洪星说，“‘一带一路’建设为地
质找矿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当
前，地勘行业面临改革发展的新
态势，只有迎难而上、趁势而为、
转型升级，树立大地质观念，全面
深化地质服务供给侧改革，才能
保持地质队伍发展的勃勃生
机。”

项目组地质专家对岩心进行
初步研判。 中国矿业报

鏖战帕米尔高原

1 月 20 日，资管网联合直达国际
金融荟俱乐部召开策略沙龙，特邀广
发证券首席分析师巨国贤，及各私募
基金、产业人士、研究员等，探讨 2018
年有色板块最有价值的投资品种及相
关板块个股。

有色金属，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角度
看需求

对于有色金属的需求，国内大部分
投资者和产业客户还徘徊在熊市格局
中。对此，巨国贤认为，有色金属的需求
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角度，中国在经济转
型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需求增速下降，
但全球主要经济体却呈现复苏态势，叠
加全球第五次产业大转移的机会，低迷
多年的有色金属春天已经来临。

LME 铜价从 2017 年初的每吨
5500美元上涨到当下的7000美元，正
稳步上行。同样锌价从 2015 年底的
1500美元上涨到当下的3470美元，亦
走出一波慢牛行情。铜、锌作为工业基础
金属，价格所以持续走高，在于全球范围
来看，四大基本面已经发生变化。

高度关注环保执法对有色成本的抬升
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中央在不遗

余力的推进工业环保建设。自去年7月
7日开始，国家环保督查组启动对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2+26”个城市的第七轮次
强化督查工作， 28个督查组共检查了
32408家企业（单位），其中存在环境问
题企业20602家，问题率达到63.6%。

中央对环保的重视，进一步加剧了
中小散矿企的环保成本，使得中小矿企
面临关停并转等局面。使金属产量减少，
给价格提供支撑。

改革后，有色金属工业全球影响力

上升。在世界十大铜、铝、铅、锌冶炼企业中，
我国都有3家以上的企业位列其中。2017
年前三季度，8244家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
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7.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0.9%。这些剩余的有色
金属企业掌握了更大的价格话语权。

一带一路与全球第五次产业大转移，
推升有色需求

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使产业从低端向
中高端产业转型。将中小产业转移到国外，
国家目标在于，未来凡是中国生产的都将
是高质量产品或品牌。如新能源汽车逐渐
品牌化，并带动了铜、镍等有色价格的上
涨。

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全球正进行第五
次产业大转移，一带一路使中国部分普
通产业转向东南亚、中亚、南美洲、非洲
等国家。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在东南亚
产生了强大的带动力，越南、马来西亚等
国家正在效仿中国模式，出现了快速增
长势头。

以一座工厂为例，国内产业向东南亚
转移或东南亚国家自己修建工厂时，虽然
看似只需。修建一座工厂的材料需求，但由
于沿线国家缺少必要电网、道路等配套基
建设施，这部分的建设才是带动沿线国家
对产能的需求。虽然中国有色金属矿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在减缓，但不能就此否定铜
的增长，一辆电动汽车用铜量是传统车的
十倍，再加上电动车周边配网的投资，国内
铜需求不可小视。

另外，铜线、铜缆以及空调等电器设
备，不仅用在国内，更会出口向世界尤其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的增量在于一带
一路，东南亚等地方电厂、电网的建设。

另外从国际上看，世界范围内也对有

色金属的需求也在增加。
全球范围经济复苏，对有色金属需求

增加。宏观上，201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共
振复苏。

2017年川普上台后，增加固定资产投
资，并减少奥巴马政府对资源产业的政策
限制，成为新一轮重资产周期的起点。美国
第三季度GDP年率初值增长3%，高于预
期的2.5%，预计四季度和2018年美国经
济将继续保持增长。

此外，欧洲地区12月制造业PMI初
值60.6，创纪录新高，预期59.7。欧元区三季
度GDP同比初值2.5%，预期2.4%。

日本央行表示，2017年第三季日本大
型制造业者信心创10年来最高。去年日本
经济7-9月为连续第七季扩张，预期来年
将持续增长。

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一步
刺激了对有色金属的需求，对其价格造成
提振作用。但正当全球范围内对有色金属
需求进一步上升时，全球范围内却迎来了
供给短缺。

历经多年开采后，矿山品位下降
在这波金属价格上涨前，有色板块金

属价格成长期处于低位。如锌价从 2008
年到 2016 年，八年时间内长期在 2000
美元上下徘徊。铜价从2011年突破一万
美元后，持续下行到2016年的四千多美
元。铅的价格长期以来也在2000美元上
下徘徊。

全球来看，长期低迷的价格造成全球
范围内矿山减产，且历经多年开采后矿山
品位下降。而眼下，虽然价格上升，但金属
产量反而下降。价格上涨时企业为将低品
位矿卖出，大多首选开采低品位矿山。而这
带来的后果是，同样开采一百万吨矿石，炼

出的金属吨位却下降，造成供给减少。
一边是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的供给

的收缩，因此2018年，金属的价格仍将震
荡上行。

具体来看，如果一季度价格继续上
涨，则会导致加工企业等补库存。时间大
概半年左右。预计 2018 年 4 季度，或
2019年 1季度补库存结束，到时价格或
将出现一波深幅回调，深幅度的回调会让
不坚定的人离开市场，此后又将造成供给
紧缺。

预计铜的价格维持高位，供给继续短
缺。从锌来看，镀锌防腐不可替代，锌再生
性能不强。

华泰证券分析师赵静认为，2015 年
海外矿山减产，导致2016年矿缺口扩大
近80万吨。原料供给收缩传导至金属紧
张预期加强，锌成为明星品种，进入 2017
年预期转为现实，锌低库存且持续去化，
基本面偏强带动锌价继续攀高。

进入 2018 年，锌逻辑将从低库存
去化逐步向供需缺口收窄发酵，短期原
料压力尚存或继续限制部分炼厂生产，
叠加下游阶段性补库预期，锌锭低库存
维持，建议以多头思路对待。下半年原
料压力有望逐步缓解，预估全年全球精
矿增近 70 万吨，金属增 30 万吨，供需
缺口收窄或导致锌价出现下滑。

总体来看，铜和锌将是2018年很好
的投资标的，铜未来几年由于全球性的供
给收缩，或将走出一波慢牛行情。对了大
宗商品外，对应的标的如五矿资源、紫金
矿业等将是不错的选择。其中紫金矿业的
铜、锌、金产量都位居上市公司首位，未来
两年业绩有望迎来高速增长。

中国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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