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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色行情走势

有色金属市场在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受宏观悲观情绪影响大幅下
跌，与同属工业金属的黑色系对比强
烈。从 6 月 15 日 -7 月 20 日，LME
期铜跌幅约 12.26%，期锌的跌幅达
16.24%，期镍的跌幅约 10.94%，期铝
跌幅最小为 7.68%。受人民币贬值影
响，国内 SHFE 市场期价跌幅较少，
期铜跌幅约 9.45%，期锌的跌幅达
11.85%，期镍的跌幅约 5.09%，期铝
受成本端支撑较强跌幅最小，为
2.46%。但从 6 月 15日 -7 月 20 日，
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从 6.4306 上涨
至 6.7671，涨幅高达 5.23%，计算汇率
后的沪伦比基本低位震荡甚至走低。

近期有色市场从基本面角度来讲
属于超跌，更大的影响因素来自于宏
观压力。全球市场的压力主要来自于
强势美元与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中
国国内还有来自于对资金面以及后期
需求的担忧。但是我们近期可以看到
国内宏观环境有所好转的迹象，包括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积极的财政
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
适度松紧。因此有色金属市场有望迎
来价格修复的反弹。

国内宏观环境有所好转

国内宏观资金紧张减缓的预期在
上周开始慢慢展开，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的边际宽松将有利于经济的好
转，需求的回升。资管新规细节放宽，
去杠杆向稳杠杆的转变，国务院常务
会议均表明国内资金面等宏观环境将
有所好转。

7 月 2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松紧。激发社会
活力，推动有效投资稳定增长，是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巩固经济
稳中向好势头、促进就业的重要举措。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主要围
绕利于实体经济的减税降费，利好先
进制造业及基础设施项目。对已确定
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增值税
留抵退税返还的 1130 亿元在 9 月底
前要基本完成。加强相关方面衔接，加

快今年 1.35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和使用进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
项目上早见成效。

在货币政策方面也较前期放松，支
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提出保持适度的社
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
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落实好已出台的
各项措施。鼓励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
金融债券，豁免发行人连续盈利要求。

另一个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方面
是，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出资到位，努
力实现每年新增支持 15 万家 （次）小
微企业和 1400亿元贷款目标。

另外，在减少无效资金占用方面也
没有松懈，将继续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机
构及活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有色金属市场被忽视的潜在利多

在国内宏观压力减缓，并有望转为支
撑的情况下，市场关注重点或回归基本面在
前期悲观情绪下被忽视的潜在利多方面。

铜

在铜的方面，前期基于供应端将出
现问题做多资金陆续退出，由于今年铜
矿和废铜供应均保持正常，并未出现前
期预期的罢工或进口金属量减少的影
响。

但目前来看，铜矿的劳资合同谈判
并不一帆风顺，在目前市场预期已经回
到谈判顺利进行不会有罢工影响的情况
下，一但谈判破裂将使得铜价的上涨弹
性大增。备受关注的 Escondida 铜矿劳
资合同谈判仍未有明确进展。其余较小
型的铜矿的罢工风险未受市场关注。据
SMM，必和必拓拒绝了工会提出的要
求，提高了该矿连续第二年罢工的潜在
的可能性。谈判结束日期从 6 月推迟至
7月 24 日，如果最终不能达成协议，罢
工将在 8 月中旬展开。Los Pelambres
铜矿的工会成员卡洛斯·桑多瓦尔
（Carlos Sandoval）表示，安托法加斯
塔 （Antofagasta） 旗下智利最大的
Los Pelambres 露天铜矿的入口被当
地抗议者封锁已超过 24 个小时。Lu-
mina CoPPer 旗下智利 Caserones 铜
矿的工会上周四称，与该公司的谈判破
裂，将为潜在的罢工铺路，目前双方仍在
谈判中，工人们目前还决定继续与公司
商讨并期待政府的调停，如果最后没有

通过调解达成协议，就会合法罢工。
虽然今年进口废铜金属量并未如

进口实物大量减少，但后期废铜进口量
下降是大概率事件。且随着对质量要求
的提升，部分废铜制杆被精铜替代，使得
精铜消费在上半年依然维持高位。2018
年 6月 24 日国务院公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提出，全
面禁止洋垃圾入境，严厉打击走私，大幅
减少固体废物进口种类和数量，力争
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
口。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2019 年后停
止废七类进口，那废六类是否也将会被
禁止进口？

此外，前期预期中的冶炼供应压力
也将不及预期，除了国内冶炼厂投产进
度不及预期之外，印度 Vendanta 年内
预计复产无望。因此，虽然供应并不紧
张，但也未如预计中宽松。

铝

铝价同样前期在高库存，氧化铝价
格回落成本下移的过程中下跌。但由于
成本端的强支撑，也在前期有色集体跳
水的情况下显得最为坚挺。虽然市场预
计由于需求较弱，在需求淡季库存将会
累积，但我们看到目前国内库存依然处
于下降趋势，并认为需求有望回暖，库存
下降趋势有望持续。

支持铝价坚挺的原因主要在于成本
支撑较强，但后期支持铝价走强的原因
依然将主要来自于供需情况的好转。

电解铝的供应压力不及预期，一是
来源于新投产进度不及预期，二是在产
产能的减产增加。

新投产的不及预期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自备电厂新政使得内蒙地区的
电解铝企业由于自备电厂的投产问题影
响了电解铝的投产。

2、资金紧张使得广西和贵州的电
解铝企业投产不及预期。

3、铝企与政府博弈优惠电价的谈
判，使得山西和贵州电解铝企业投产不
及预期。

在产产能的减产增加一是来源于去
年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进一步落实，还
有就是来源于高成本铝企的减产。采暖
季减产影响目前仍未在考虑中，若今年

采暖季依然需要减产，则铝价上涨空间
将增加。

需求端的疲软以及预期走弱也使得
前期铝价难以走强。但目前来看，上半年
国内需求同比增速低于预期，原因有三，
一是出口的影响，二是铝价暴涨暴跌的
影响，三是去年高基数的影响。展望下半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放宽的货币政策
有望支持基建等需求的回暖以及下半年
的电解铝需求，出口方面依然有望受益
于海外缺口和低沪伦比值。

另外，关税争端仍有缓和可能，出口
仍有豁免申请。据 SMM 翻译，美国商
务 部 （US Department of Com-
merce） 新批准了 62 种相关产品可以
获得铝关税的豁免。商务部会根据产品
在美国的可用性和生产情况来考虑是否
授予关税豁免请求。此外，请求者还必须
证明，该产品的进口不会损害美国的国
家安全。豁免有效期为一年。

锌

锌作为有色金属中基本面相对最弱
的金属，加工费小幅上行打开锌价向下
空间，因此锌在本轮下跌中跌幅最大。但
SHFE 期锌跌至 2万，从基本面的角度
来说属于超跌。具体而言，从供应端看，
虽然今年锌矿增加预期主要在国外，但
国内锌矿受环保影响使得国内冶炼厂举
步维艰。高成本冶炼厂已经亏损，叠加前
期锌矿库存大幅下跌，冶炼企业生产积
极性下降，供应端难有增量。且目前库存
虽有所回升，但也未至绝对安全区间，因
此短期内依然需要注意超跌反弹的价格
修复。

总结

近期国内宏观环境有所好转的迹
象，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也有放
宽的迹象。在流动性谨慎释放，去杠杆转
稳杠杆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维持韧劲的
概率较大，因此有色金属市场有望迎来
价格修复的反弹。短期来看，上涨确定性
最高的是铝价，上涨弹性有望最大的是
铜，因此可以关注两者的做多机会。另外
锌前期跌幅过大，同样有望超跌反弹，价
格修复。镍的远期前景最乐观，但今年涨
幅也很可观，因此在反弹的过程中或表
现得不如其他金属。

中国有色网

有色市场有望迎来较大反弹

7 月 26 日在中国矿业联合会召
开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组委会会议，会
议由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组委会主席彭
齐鸣主持。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发
言。

会议听取了大会组委会办公室论坛
组负责同志关于大会主题的说明。大家
一致同意将今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主
题确定为：“开放新格局，合作新模式”。
开放新格局、合作新模式就是要通过国
家或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之间

的开放与合作，形成多方合作共赢及其
种类繁多的发展模式。

大会展览将有来自世界主要矿业国
家和地区的政府展团以及各国和地区的
矿业公司、矿山设备公司、技术服务公
司、投融资机构及评估咨询公司等参展，

预计参展单位 600 个，展览面积 3.8 万
平方米。

自 1999 年以来，在原国土资源部
的指导支持下，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每年
举办一届，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19
届。

来自自然资源部相关部门、矿业大
会组委会委员、组委会办公室及矿业大
会各工作组负责人近 50 人出席了会
议。 中国矿业网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组委会在京召开会议

近期，自然资源部发布《2017 年全
国地质勘查成果通报》 显示，2017 年，
全国矿产勘查投入总资金 120 亿元，同
比减少 29%，延续了多年下滑态势。

2017 年，我国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的
领域以金、铜、铅锌、煤炭、铀矿为主，占
总投入的 62%，目前探矿权数量最多的
5 个矿种分别是金矿、铜矿、铅锌矿、铁
矿和煤炭，5 个矿种探矿权数量占全国
的 66%。

而从资金投入来看，新疆、内蒙古、
云南是中国矿产资源最火热的三大地
区。

新疆

新疆矿产资源种类多，蕴藏量大，成
矿条件好。新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
金、铜、铅、锌、石棉、盐类、膨润土、石灰
岩、蛭石等，这些大多是国内急缺或重要
的矿产。

新疆矿产资源保有储量在西北区乃

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如富铁矿探
明储量占铁矿总储量四分之一，阿舍
勒富铜矿和喀拉通克富铜矿品位之高
为全国罕有。新疆焦煤资源丰富，储量
87 亿吨，为煤矿探明储量的 9.16％，
而且动力用煤质也很好。

与中国新疆比邻的国家对比，在
32个成矿区带中有 16 个延入中国新
疆境内，如有世界驰名的阿尔泰有色
金属成矿带等，找矿潜力很大。

2017 年，新疆地质勘查资金投入
36.05 亿元，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内
蒙古（15.43 亿元）和第三名的云南
（11.33 亿元）。

煤炭：新疆哈密市三道岭南勘查
区新增 101 亿吨，巴里坤县三塘湖库
木苏四号井田新增 15 亿吨；铅锌矿：
新疆和田县赤谷一带新增铅 9.34 万
吨、锌 3.38 万吨；镍矿：完成阶段性勘
查的矿产地 1 处（勘探），新疆若羌
县北山地区坡北新增镍 28万吨。

内蒙古

与新疆相似，内蒙古是中国近几年
矿业投资的主战场。

内蒙古以煤为主的能源矿产资源优
势明显，全区煤炭勘查累计估算资源总
量为 8518.80 亿吨，其中保有资源储量
为 4110.65 亿吨，居全国第一位。已探获
的铀资源量位居全国首位，已初步形成
我国北方重要的铀矿资源勘查开发基
地。

有色金属以铜、铅、锌、锡、钼矿为
主，贵金属以金、银为主，集中分布于中
西部狼山—乌拉山地区和东部的大兴安
岭中南段，具有规模化开采的天然禀赋
条件。

稀土资源得天独厚，已探明的稀土
氧化物保有资源储量占全国 98%以上，
位居全国第一，具有占领国内市场的潜
力。
非金属矿产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多数可

以保证国家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需要。
2017 年，内蒙古东胜煤田纳林河矿

区嘎鲁图井田新增资源 13 亿吨，西乌珠
穆沁旗布金黑矿区新增锌 17 万吨、铅 9
万吨、银 448吨。

云南

云南地质构造复杂，金属矿和非金属
矿均甚丰富。非金属矿以煤分布最广，金
属矿以有色金属矿为主，种类多，分布广、
储量大，云南也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
称。

云南是全国最大的锡业基地，锡金属
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位，集中分布在个
旧、文山和保山地区，个旧锡矿是中国最
大锡矿，占全国保有锡储量的 18％。

东川铜矿位于云南省东川市境内，由
落雪、汤丹、因民、滥泥坪、石将军、白锡
腊、新塘等大中型和一些小型铜矿床组成
东川铜矿田，是我国著名的铜矿之一。

2017 年，云南地质勘查资金投入
11.33 亿元，排名中国各省的第三位，比
较突出的成果包括云南马关县万龙山矿
区新增锌 115 万吨，云南广南县木利矿
区新增锑 13万吨。

中国矿业报网

地质勘查资金集中区在哪里？

———解析近年中国矿业投资最火热的三大地区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1~6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6.7%。其中，采矿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6%，增幅扩大 0.3 个百分
点。

主要矿产品生产方面：1~6 月，我
国生产原煤 17亿吨，同比增长 3.9%。
原煤生产增长放缓，价格略有上涨。截
至 6 月 25 日，秦皇岛 5500 大卡煤炭
综合交易价格为每吨 588 元，比 5 月
下旬上涨 2 元；5000 大卡每吨 547
元，上涨 9 元；4500 大卡每吨 480
元，上涨 9元。1~6月，原油产量 9409
万吨，同比下降 2%，降幅与 1~5 月持
平。原油生产稳定，价格高位运行。截
至 6 月 29 日，价格为 77.44 美元 /
桶，比 5 月底上涨 0.99 美元 / 桶。
1~6 月，天然气产量 775.0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4.6%，增速比 1~5 月加快
0.3 个百分点。天然气生产平稳。此
外，1~6 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2685

万吨，同比增长 3.1%，保持稳定增长。
1~6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297316 亿元，同比增长 6%，增速
比 1~5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
同比增长 3.9%，增速比 1~5 月提高 1.3
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由降转增，
同比增长 0.2%，1~5月为下降 1.8%。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采矿业产能利
用率为 73.2%，比上年同期回升 2.6 个
百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
用率为 72.1%，比上年同期回升 5.5 个
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能利用
率为 87.2%，比上年同期下降 1.3 个百
分点。产能利用率，也叫设备利用率，是
指实际产出与生产能力（均以价值量计
量）的比率。该指标能反映到底有多少
实际生产能力在运转、发挥生产作用。

此外，1~6月，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
长。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同比增
长 35.4%，快于全部投资 29.4 个百分
点。 中国矿业报

上半年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2%

7 月 24 日，《经济参考报》 记者
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国企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 21.1%，钢铁、有色、石
油石化等行业利润大幅增长。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国企利润增速创 2012
年以来最高水平，深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大力开展瘦身健体提质增
效是重要支撑，下半年相关改革将进
一步深化，多点突围。

财政部数据显示，1 至 6 月，国有
企业营业总收入 277588.6 亿元，同比
增长 10.2%；利润总额 17176.3 亿元，
同比增长 21.1%；应交税金 22851.3
亿元，同比增长 10.0%。其中，中央企
业营业收入 161307.7 亿元，同比增长
9.9%；实现利润 11134.1 亿元，同比
增长 18.6%；应交税金 16230.2 亿元，
同比增长 6.8%。而地方国有企业营业
收 入 116280.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6%；实现利润 6042.2 亿元，同比
增长 26.0%；应交税金 6621.1 亿元，
同比增长 18.4%。

“去杠杆、去产能等支撑了宏观
经济运行环境，也使得国有企业外部
环境改善，给国企利润提升带来利
好。”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
研究员蒋震在接受 《经济参考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

莎也认为，上半年国企是各类经济类
型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对于整体经济
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究其原因，国企
尤其是央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开展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是重
要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1 至 6 月，钢铁、有
色、石油石化等行业国企利润同比大幅
增长，均高于收入增幅。“钢铁、石化等
传统的工业行业也在进行转换，比如生
产工艺的提升、新技术的应用等，衍生出
新业态新模式，这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
一种形式。”蒋震指出，结合国家的大政
方针，从推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角度，
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新业态新模式层
出不穷，国企发展也要与新动能紧密结
合。

周丽莎表示，上半年国家继续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杠杆率和
成本继续下降，为后续改革深入推进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未来将进一步深化改
革，其中包括，中央企业通过强化负债约
束，高负债企业投资规模稳步下降；多渠
道补充权益资本，股权融资规模快速增
长，加大混改力度，广泛引入社会资本；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盘活企业资产，提高
资产运行效率，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措
施，提高企业效率。

中国工业新闻网

上半年钢铁、有色、石油石化等行业国企利润增速创六年新高

7 月 19 日，落户于东台城东新区
的江苏富乐德半导体项目一期工程正
式投产。

覆铜陶瓷基板被广泛应用于新能
源汽车、高铁、地铁、大飞机、汽车充电
桩等大功率设备，“在我们量产覆铜
陶瓷基板前，国内的其他厂家所需的
覆铜陶瓷基板都依赖进口。现在，我们
的产量可以满足国内市场 30%的需
求，依然有近 70%依赖进口，而且国
内市场需求每年都以 20%至 30%的
速度增长。”富乐德中国总裁贺贤汉
介绍，富乐德集团授权上海申和热磁
电子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实施，目
前申和的模块基板在全国产量第一，
事实上，在国内功率器件模块基板能
够大规模量产的企业只此一家。

近年来，东台市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把准新兴产业
发展“风口”，坚持不懈培育壮大电子
信息产业，精准开拓半导体这片新
“蓝海”，在半导体元器件、半导体材
料、集成电路板等细分领域，迅速集聚
了一批龙头企业，加快打造具有区域

影响力的半导体产业高地。
富乐德集团在东台城东新区注册成

立了两家公司：江苏富乐德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和江苏富乐德石英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1550 万美元和 1 亿元
人民币，投资两个项目：年产量 1200 万
枚半导体功率模块覆铜陶瓷基板项目和
年产 30 万枚高纯精密石英半导体新材
料项目，项目总投资 11.5 亿元，新上从
日本、美国、德国进口的精密氧化炉、烧
结炉、激光切割机、超声波扫描仪、高精
度晶锭激光切割机，日本 MAZAK 加工
中心、大型石英旋盘机等加工、检测设备
达 600 多台套。

据贺贤汉介绍，目前世界产量第一
的，是一家德国公司，产能为 100 万枚 /
月。现在，江苏富乐德能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的 DCB 基板的产量为 35 万枚 / 月，
在亚洲排名第一。3年内，盐城的月产量
将达到 100 万枚。江苏富乐德石英科技
有限公司落成之后，可以形成 30 万枚
高纯度精密石英新材料产品，公司可实
现高纯度精密石英产品全球第一、覆铜
陶瓷基板全球第二的目标。盐阜大众报

亚洲最大覆铜陶瓷基板生产线在东台投产

7 月 26 日港媒称，天齐锂业公
告，同意旗下泰利森斥资 5.16 亿澳元
（约合 25.88 亿元人民币） 继续进行
化学级锂精矿扩产计划，项目选址在
西澳大利亚州格林布什。

据香港《经济日报》网站 7 月 25
日报道，项目预计 2020 年第四季竣
工并开始试生产，目标为泰利森于
2021 年实现化学级锂精矿产能增至
每年 180 万吨，为公司提供持续且充
足的原料保障，并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

参考消息网 - 出海记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随着以锂电池为主流动力
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和 3C 产品行业的
迅猛发展，以及锂电池在储能领域的
应用增长，锂电池的需求有望持续提
高，从而大幅带动对上游锂电关键材
料及锂资源的需求。

泰利森的锂精矿主要供应给其两
个股东，即天齐锂业和美国雅保公司
（下称“雅保”）。两个股东日益增长
的锂精矿需求促使泰利森对现有锂精

矿产能规模进行扩产。基于持续看好全
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出
于不断提升公司资源加锂盐加工企业价
值的目的，公司在西澳奎纳纳建设的第
一期“年产 2.4 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
锂项目”将于 2018 年年底竣工投产，拟
在遂宁市安居区建设的 2 万吨碳酸锂
加工基地以及正在持续进行技改的现有
生产基地均将增加对锂精矿的需求。

本项目建成之后，将为公司境内外
锂盐项目提供持续且充足的原料保障，
更好地实现产能匹配和产业链协同效
应，进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据了解，泰利森锂业位于西澳大利
亚州，为天齐锂业控股企业，是全球领先
的锂矿石供应商。泰利森锂矿产出约占
全球矿石锂产量的 65%，在全球所有锂
资源供应中占到约 35%的份额。泰利森
拥有世界范围内储量丰富、品质优越的
锂辉石矿———西澳大利亚格林布什矿
藏。泰利森向全球客户主要提供高品质
的多种技术级与化工级锂精矿等级锂精
矿产品。 参考消息网

港媒称天齐锂业斥逾 5亿澳元在澳扩产锂精矿

近日，贵州地矿 113 队实施的赫
章县猪拱塘铅锌矿详查项目通过了省
国土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评审。该项目
探明铅锌金属资源量 275.82 万吨。这
个超大型热液型铅锌矿床的发现改写
了黔西北地区无大型铅锌矿床的历
史。

该队自开展赫章县猪拱塘铅锌矿
详查工作以来，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层
位控制找矿理论，重点对矿床构造进
行精细解剖，通过研究以往勘查成果，
对比类似矿床模型，进行成矿理论及
找矿思路的创新。

在地表无露头，找矿难度较大
的情况下，113 队投入近 40 名专业

技术人员，20 多台钻机，完成钻探工
作量 11.5 万米、各类样品测试 4200
件。这座深藏在乌蒙山区的超大型铅
锌矿床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经测
试，铅品位高达 18.48%，锌品位高达
49.1%，圈定铅锌矿体 69 个。除铅锌矿
外，该矿床还共（伴）生银、金、镓、镉、
锗、硒、硫等矿种。

据悉，该项目可为贵州毕节至六盘
水市的能源资源基地提供资源保障。该
队以技术力量助力贵州脱贫攻坚，结合
贵州西部资源实际情况，以专业技术支
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走出了一条地矿
扶贫之路。

中国自然资源报

黔西北发现超大型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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