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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是与人类关系非常密切的有色
金属，不仅在自然界资源丰富且具有较
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延展性、耐腐蚀
性、耐磨性等优良性质，被广泛地应用
于电力、电子、能源及石化、机械及冶
金、交通、轻工、新兴产业及等领域。但
国内外精炼铜的消费结构有所不同。
国外精铜消费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占
总消费量的48%，其次为电子电力占比
21%、交通运输10%、工程机械10%，其
他11%。中国的铜消费主要集中在电
力行业，占比45%，其次为家电16%、建
筑12%、交通运输7.5%、电子8%、其他
12%。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
下游需求是否得到提振是影响全球铜
需求的关键因素，我们将对五个主要应
用领域进行预测。
电力行业:用量最大，占比40%以上

电力行业是国内铜消费的第一大
领域，铜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线电缆、电
机、输变电设备(高压开关、变压器)、电
器附件。2017年我国电网基本建设投
资完成额为 5339 亿元，同比下降
2.15%，为2010年来首次下降，主要是
因为2016年国家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
计划及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等政
策引导，电网投资基数大。2018年电
网基建投资完成额5373亿元，同比上
升0.6%，随着国家电力建设的逐渐成
熟，电力投资增速难以保持过去的高增
速，预计未来3-5年将基本企稳。

过去两年国家电网投资侧重于主
网，尤其是特高压部分。目前共建成蒙
西-天津南、榆横-潍坊等共“八交十
直”特高压输电工程。未来在继续开工
推进淮中南昌等6项特高压工程的同
时，投资重点已逐步转向电网智能化及
配电网建设，更加偏向于配、用电侧，热
别是城市配电网。另外，随着新型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能源、分布
式电源、电动汽车、储能装置快速发展，
终端用电负荷呈现增长快、变化大、多
样化的新趋势。

电源方面，投资弱于电网的现象仍

将延续。不过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度
不断提高，我国将逐步建成全球最大的
智慧车联网平台，充电桩的建设将拉动
铜需求。充电桩耗铜量依据直流/交流
属性不同而有所分化，其中单台交流电
充电桩(AC)用铜8公斤，单台直流电充
电桩(DC)耗铜 60公斤。根据发改委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年)》，到2020年全国计划
建成480万个充电桩。根据预测，到
2020 年充电桩用铜量将达到11.5万
吨，虽然用量较小，但增长较为显著。

根据电网每投资 1 亿元能带动
800-1000吨的铜消费，以及电源每投
资1亿元能带动200吨的铜消费，来对
电力行业的铜需求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2019-2020年电力行业累计耗铜量为
562万吨、577 万吨，同比增速 4.4%、
2.7%，叠加充电桩带来的铜需求，则
2019-2020年电力行业总的耗铜量为
569 万吨、588 万吨，同比增速 5.5%、
3.3%。

家电行业:农村空调保有量仍有较
大上升空间

家电行业中，铜主要运用于空调、
冰箱、微波炉等家电的导电导热元器
件，其中空调耗铜约占家电行业总耗铜
的67%。

长期来看，空调等家电需求将持续
攀升。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
费升级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对比城镇家
庭平均每百户空调拥有量，农村每百户
空调拥有量不到50%，城镇农村市场空
调的需求空间还远没达到饱和;另一方
面，城市地区家电从新增需求转为替换
需求，产品需求量仍然较大。

短期来看，受2017年全国连续高
温天气和前两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
库存拉动，2017年空调产量14350万
台，同比上升28.68%;2018年伴随政府
限购政策频繁出炉，房地产市场由热转
冷，产量14985.2万台，增速理性回落至
4.4%。预计未来两年空调增速保持5%
的增速。冰箱受房地产影响，增速也有

所放缓，预计保持2.5%的增速。
根据行业经验，每台空调用铜约8公
斤，冰箱3公斤，测算得到2019-2020
年家电行业对铜的需求量为192万吨、
201万吨，同比增速均保持4.9%。

建筑行业:基本保持稳定
建筑行业中，电线、电缆、铜水管、

燃气管等均是涉及铜消费的主要产品，
其中主要是供电设备消耗铜材比较
多。根据行业经验，房屋建造中电线单
方造价为每平米20-50元，电缆单方造
价为每平米15-80元，造价的主要影响
因素是电气的设计思路差异和铜材的
市场价格波动。按照电线电缆单方造
价的均值叠加之后，计算得每平米造价
为82.5 元，取近年来铜价的均值5万
元/吨，可大概估算出建筑行业单位面
积的耗铜量为1.65kg/平米。预计未来
两年房屋竣工面积增速放缓，2019-
2020 年铜需求量为 156万吨、158万
吨。
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汽车贡献增量

根据ICA及安泰科等机构的数据
显示，平均一台混动汽车耗铜60kg，一
台纯电动汽车耗铜80kg，相较于传统
汽车耗铜28kg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
对于混动巴士及电动巴士，单车耗铜量
可高达 90kg和 300kg。自十二五期
间，得益于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大力扶
持，2018年产量达到130万辆，同比增
长40.12%;截止至2019年3月，新能源
汽车产量25.2万吨，增速48.2%。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铜的消费增
量有进一步的提振作用。根据工业部、
发改委及科技部联合印发的《汽车产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至2020年，中国的
汽车生产规模将达到3000万辆，其中
新能源汽车达到200万辆以上。这意
味着2019-2020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
增速至少保持在30%以上，传统汽车基
本饱和，产量增速在 1%的水平。到
2020年，交通运输行业对铜的需求量
达到93.5万吨，同比上升5.4%，其中新
能源汽车贡献16.9万吨。

电子行业:集成电路产能保持高增长
集成电路、电工仪器仪表、微电子

计算机中的许多元器件都用到铜材
料。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出相关政策并
提供资金推动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明
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半导体产业年
增长率不低于20%。预计未来两年，集
成电路产能能保持15-20%的高水平
增长，电工仪器仪表方面基本保持稳定
增长，微电子计算机相对低迷，用三个
行业的平均增速预测未来电子行业的
铜需求增速。2019-2020年，电子产品
对铜的需求量分别为106万吨、114 万
吨，同比增速5.7%、8.1%。

终端消费结构变化不大，供需缺口
扩大支撑铜价

根据上上的测算，我们可以大致估
计出 2019-2020 年中国铜消费量为
1311万吨、1354万吨，同比上升2.9%、
3.3%。铜作为应用较成熟的金属，下游
领域占比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各行业
基本保持稳定，除建筑行业外，电力、家
电、交通运输和电子行业占比均有小幅
上升。

我们认为，中国仍然是影响全球铜
需求最重要的国家。尽管欧美国家未
来两年经济复苏趋势良好，对铜需求有
一定拉动，但由于其总量相对较小，对
需求增长的贡献相对有限。新兴市场
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空
间较大，是拉动铜需求的另一重要市
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电网等
基建项目的推进，俄罗斯、巴西等国贸
易的增长均对今后几年拉动铜需求提
供有利条件。预计2019-2020年全球
铜需求增速保持2.2%和2.5%，分别为
2343万吨、2495万吨。供给方面，受全
球铜矿市场供应增速的回落，制约了铜
精矿增量的扩张，预计将保持1.5%的
增速，产量为2386万吨、2422万吨。精
炼铜的供需缺口呈现扩大的倾向，这是
支撑铜价中长期强势运行的关键因素。

未来智库

铜行业深度研究报告：供需缺口扩大，利好铜企

日前，“中金岭南新材料与智能制
造高端产业园”奠基仪式在深圳市深
汕特别合作区举行。

中金岭南公司总裁张木毅向园区
的开工建设致以热烈祝贺，他指出，中
金岭南将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行业地位、
资源优势和研发实力，将“中金岭南新
材料与智能制造高端产业园”打造成为
公司高新技术研发孵化与生产基地，加
快培育新材料产业关键技术，进一步提
升核心竞争力。张木毅对项目建设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按照工程总体进度安
排，制定具体工作计划，挂图作战，确保
项目早日建成；二是建立严格的质量管
理制度，确保工程质量；三是时刻绷紧
安全这根弦，确保安全施工无事故。

据悉，“中金岭南新材料与智能
制造高端产业园”占地面积2.2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6.6 万平方米，预计
2021年年完工，主要用于新能源复
合金属和车用尾气处理金属载体材
料的研发与生产。 中国有色网

中金岭南新材料与智能制造高端产业园奠基中金岭南新材料与智能制造高端产业园奠基

近日，国际金属与矿业理事会
（ICMM）发布全球主要矿业公司2018
年安全生产表现，由中国央企五矿集团
控股的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各项指标在
ICMM全部26家成员公司中表现优
异，其中在衡量安全表现最重要的指标

“百万工时可记录工伤频率”排名中名
列榜首。

ICMM此次公布的数据主要包括
工伤和工亡两大安全指标。在工伤指
标中，以每百万工时发生的可记录工伤
次数计算，五矿资源位列最低，仅约1
次，显著低于第二梯队的巴里克、住友
金属等公司，更是远优于理事会成员平
均值3.5次。

在另一项记录每百万工时工亡发
生频率的指标中，26家成员单位2018
年共发生50人工亡，这个数字已经是

近十年来最低。有11家公司全年没有
发生工亡事件，包括Freeport、Bar-
rick、Goldcorp等公司。

ICMM 的全称是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 Metals。该
组织成立于2001年，是旨在矿业和金
属行业倡导安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组织，目前成员共有26家矿业和
金属公司，以及35家区域和商品协会
组织，全球主要矿业公司力拓、必和必
拓、嘉能可、英美资源、巴里克黄金等均
位列其中，中资矿业企业中仅有五矿资
源一家进入。可以说，在矿业安全愈加
受到关注的今天，拥有ICMM成员身
份是国际顶尖矿业公司的一张最闪亮
的名片，也是展现负责任矿业公司形象
的最好的舞台。

考拉矿业观察

五矿资源2018年安全指标
位列全球主要矿业公司榜首

三年创新倍增，科技创新是第一
生产力。在德铜，通过创新性的尾矿
回收“四步法”，将尾矿含铜品位从
0.04%提升到13%以上，利用尾矿资源
年产铜金属由原来的不足400吨，提高
到1000吨/年左右，成为德铜循环经济
项目的又一典范。

德兴铜矿目前拥有采选矿石13万
吨/日生产能力，在出产铜、金、银、钼的
同时，每天产生大量的尾矿。所谓尾
矿，简而言之，就是固体矿物废料。

通常情况下，德铜尾矿资源的含铜
品位在0.04%～0.06%之间，属于超低
品位，夹杂选矿残余药剂干扰，回收难
度不言而喻。

随着循环经济的不断发展，尾矿
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德铜
尾矿回收厂，围绕把尾矿资源吃干榨
尽这一目标，这个厂以科技创新为抓

手，不断摸索新设备新工艺，独创尾矿
回收“四步法”，将品位在 0.04%～
0.06%尾矿资源，一步步提炼为品位为
13%～16%的合格铜精矿及伴生有价
金属产品，“四步法”把尾矿资源从固
体矿物废料变身为合格铜精矿产品，
开创国内尾矿回收工艺先河并获得国
家专利。该项目同时获得由国际铜业
协会颁发的“铜业创新奖”。

与常规选矿厂铜回收工艺相比，该生
产工艺具有工业占地面积少、流程结构简
单、作业环境噪声低、作业机械化程度高、
技术指标先进、综合效益好等优点。

凭借其创新性、环保贡献和市场
潜力方面的突出优势，新工艺荣获了
国际铜业协会首届“铜业创新奖”，含
金量之高，无疑是对科技创新精神的
一种褒奖。而这，也再一次印证，科技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中国有色网

德兴铜矿尾矿回收铜金属量翻番
这项新工艺荣获国际铜业协会首届“铜业创新奖”

近日，新疆矿产实验研究所岩矿鉴
定分室的技术人员在对新疆托克逊县
彩花沟铜铅多金属矿区开展岩矿鉴定
工作时，发现了一种国内外少见的矿物
——异极矿（Hemimorphite）。

鉴定人员最先在显微镜下发现了
一种少见的矿物，通过观察结合X-衍
射分析和电子探针等技术手段，确认为
异极矿。异形体一般出现在铅锌矿床
矿体上部氧化带，通常伴随着形成金属
矿化的铁帽或其他次生矿物。异极矿
是重要的锌矿石，含有高达54.2％的金
属，以及硅、氧和氢，呈脉状、结核状产
出，此次发现的异极矿与白铅矿共生。

作为铅锌矿氧化带特征矿物，异极

矿的发现对进一步在该区域开展地质
找矿工作，特别是寻找大型锌矿床具有
重要的指示意义。含有铜元素的异极
矿集合体呈天蓝色，质地均匀，颜色纯
正亮丽，还是一种受人欢迎的罕见宝玉
石和矿物标本，具有较大的经济意义。

近年来，新疆矿产实验研究所不断
加强对岩矿鉴定技术骨干的专业技能
培训，同时加强大型仪器设备的开发和
研究工作，通过多种方式提升整体岩矿
鉴定措施水平，在实际岩矿检测鉴定工
作中不放过疑难问题，在工作中多次发
现国内外罕见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矿
物，例如铅黝帘石等、三斜锰辉石、钼钙
矿等。 矿业圈

新疆托克逊县发现异极矿

据 SMM调研得知，自 5月中下
旬以来，有不少废铜企业表示处境
艰难，废铜价格高企致使企业用废
成本大幅提升，利润受到挤压，所以
不排除停产的打算。这一点从废铜
制杆企业开工率便可窥见一二。据
SMM 月报数据显示，4 月废铜制杆
企业开工率为 66.98%，环比减少
4.27%，同比减少7.12%。

环比同比均出现如此大幅度的
下滑，SMM 综合多方面因素，认为
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随着铜价连创新低，大大削
弱了废铜的价格优势，所以5月份精
废价差月均价也处于831元/吨的低
位，导致精铜对废铜的替代效应大
幅增强。精铜制杆企业 5月开工率
环比快速上涨就能一定程度上反映
5 月份开始精铜正在抢占废铜原有
的市场份额。据 SMM 月报数据显
示，5 月份精铜制杆企业开工率为
81.70%，同比增加 1.28%，环比增加
3.42%。

而废铜市场份额的减少也受到
国内废铜供应量减少的影响，所以在
供应减少的情况下，废铜价格水涨船
高，进一步缩窄精废价差。

消费疲软也致使废铜难以维持原
有的市场规模，SMM月报调研结果显
示，4月SMM全国废铜消费量为18.89
万吨，环比减少7.85%（1.61万吨）。

并且，自4月增值税降税之后，废
铜 市 场 平 均 票 点 由 7.5% 下 调 到
6.5%，仅下调了 1%，其实若想维持
在降税前的精废价差水平，废铜票
点应下调1.5%。但是实际上由于废
铜票点表现出相对的抗跌性，废铜
含税价的降幅低于电解铜，导致精
废价差有所收窄，压制了废铜的价
格优势。

目前国内废铜企业觉得举步维
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废铜杆
厂的设备与精铜杆厂存在一定差

别，很难在短时间内革新设备，所以
即使在价格不存在优势，利润被挤
压的情况下，也很难转变生产方向，
目前看来将原有的废铜制杆市场份
额让给精铜制杆市场也是无奈之
举。

国内废铜供给受限，给了进口废
铜进入国内市场的机会。所以废铜
进口市场上出现了“抢进口”效应。
SMM数据显示，今年 4月进口废铜
金属量为 14.41 万吨，环比大幅增
加。今年1—4月进口废铜金属量较
去年同期增加约 3 万吨，同比增加
7.33%。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
国内废铜供应紧张的局面。

但是随着 7 月 1 日逐渐临近，
“六类”废铜将由非限制类进口固废
转为限制类进口固废，仅拥有进口
批文的加工利废企业和再生园区内
的企业才可以进口。由于目前废铜
的进口批文尚不确定，所以进口废
铜可能还会受到政策变动的影响，
难言对国内废铜供给不足的情况能
有多大程度的助力。

随着国内对于“洋垃圾”的管制
政策逐渐趋紧，国内从今年年初就开
始限制低等级原材料的进口，其中

“七类”废铜就已全面禁止进口，目前
能够进口的废铜仅包含“六类”废铜，
即各类铜废碎料。但是从7月1日起
高等级废金属的进口也将受到限制，
即“六类”废铜将由非限制类进口固
废转为限制类进口固废。

综上所述 SMM 预计在今年下
半年，如果铜价没有宏观和基本面
的利好消息支持，废铜价格优势的
减弱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刺激精铜
的消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
环保政策逐渐趋紧的大背景下，企
业会逐渐改变用废习惯，但是废铜
市场体量毕竟有限，所以对于精铜
消费的提振还有待观察。

上海有色网

废铜企业举步维艰 7月1日“六类”废铜限制进口下半年影响大

日前，外交部副部长张汉晖在北京
听取紫金矿业集团董事长陈景河关于
紫金矿业“走出去”工作情况的汇报。

陈景河汇报了紫金矿业的发展历
程，并重点对紫金矿业“走出去”和“一
带一路”投资建设发展成果，尤其是在
塔吉克、吉尔吉斯和俄罗斯图瓦的项目
发展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张汉晖表示，外交部高度关注紫金
矿业在海外的发展，紫金矿业依靠自身
实力在海外闯出了一片天地，为中资企
业“走出去”树立了典范，为项目所在地
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鼓励紫金矿业“合法、合理、符合经济
规律”做好境外项目生产经营，妥善处
理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那么，这个获得外交部副部长如此
赞誉的紫金矿业到底在海外干了些什
么呢？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2019中国
探矿者年会上，紫金矿业集团总裁蓝福
生分享了紫金海外项目的成功经验和
具体情况。

近年来，紫金矿业以“一带一路”为
布局脉络，深度开展国际化战略合作，
不断创造新的增长极，在5月16日美国
《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9年“全球上
市公司2000强”排行榜中，紫金矿业位
列889位，较去年上升58位，进位上榜
的全球有色金属企业第十位，全球黄金
企业第一位和中国有色金属企业第一
位，成为擎起中国矿业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大旗的先行者。

开放共赢，是紫金矿业的发展基
因。公司战略始终踩准国家意志的节
拍，为公司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先行一

步培厚了先发优势。
早在2001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

发”后，紫金矿业迅速响应，精准发力，
先后在贵州、新疆布下棋子，产生了良
好的经济社会效益。2003年，紫金矿
业再次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契机，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使一批
严重亏损、濒临破产的国有矿山迅速焕
发生机。

从2005年起，紫金矿业把发展的
目光从国内放大到全球，积极实施“走
出去”战略，参与全球矿业开发，成为国
内海外投资成功案例最多、且运营水平
较高的矿业公司之一。其中，公司在塔
吉克斯坦的泽拉夫尚金矿已经成为该
国黄金生产的重要企业，税费贡献已经
成为当地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被塔国
总统拉赫蒙称赞是“连接塔中友谊的金
桥”；俄罗斯图瓦锌多金属矿是西伯利
亚地区最大的采选企业，被誉为中俄在
矿山开采领域合作最早、最好的企业之
一；吉尔吉斯斯坦左岸金矿项目是该国
第三大金矿，也是中国企业在吉的最大
投资项目之一；澳大利亚诺顿金田是中
国企业成功收购海外在产大型黄金矿
山的第一例。

2018年，紫金矿业国际化进程显
著加快，境外项目并购取得重大突破，
在“一带一路”沿线影响力持续增强。
其中，紫金矿业境外项目矿产金产量
19.07 吨，占公司矿产金总量超过
52.26%；矿产铜6.01万吨，占公司矿产
铜总量24.19%；矿产锌9.99万吨，占公
司矿产锌总量35.94%；境外黄金、铜、
铅锌资源储量分别占公司总量的

65.5%、78.34%、25.29%。公司境外业
务发展势头迅猛，预计主要产品产量将
在未来2年~3年内超过国内，成为公司
最大的增长极。

蓝福生介绍，目前紫金矿业海外在
产项目8个，在建或筹建项目4个，分布
在10个国家，境外总资产超过300亿
元，海外员工超过15000人。具体项目
包括：克孜尔-塔什特克铅锌多金属矿
（俄），吉劳/塔罗金矿（塔），科卢韦齐铜
矿（刚果金），卡莫阿铜矿（刚果金），加
拉陶铂族矿（南非），波格拉金矿（巴
新），帕丁顿金矿（澳），左岸金矿（吉），
白河铜矿（秘鲁），波尔铜金矿（塞），碧
沙锌多金属矿（厄立特里亚），佩吉铜金
矿（塞）。

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和“一带一
路”建设，2019年，紫金矿业将全面推
进国际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创业，重点加
快刚果(金)卡莫阿铜矿、塞尔维亚蒂莫
克(Timok)铜矿上部矿带建设，积极推
进刚果(金)科卢韦齐铜矿、塞尔维亚波
尔铜矿技改扩建，以及厄立特里亚碧沙
(Bisha)锌多金属矿整合运营，计划实现
矿产金40吨、矿产铜35万吨、矿产锌
38万吨，致力于打造高技术效益型特大
国际矿业集团，以优质的矿物原料为中
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助力。

蓝福生分享了紫金矿业近年来参
与海外并购的三点经验：一是看准市场
变化，把握并购良机。紫金矿业是一个
以金铜为主业的企业，在海外并购中也
一直是以金铜为主业，逆周期并购，保
持勘查与并购并举，项目自主评估。二
是坚持技术创新，发挥自身优势。在资

源模型建设、项目开发方案、选冶技术
和建设速度等方面，都有自己的清晰规
划。三是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管理。在
发达国家保持原有体系，在非洲落后国
家按照中国模式管理，在塞尔维亚发挥
小语种特点。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自己的
差距。”蓝福生列举了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对政策法律风险把控不足，依
法合规问题突出，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
经济落后国家政局多变，政策、法律、税
制变动频繁给项目持续发展带来巨大
风险。海外项目可能受所在国税收、证
照延续、产品销售、外汇兑换等方面问
题影响，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二是处理社区问题经验不足。蓝
福生表示，许多海外国家的政府是弱势
的，如果项目周边的社区问题没解决
好，项目将很难以运作。所以在进入该
国投资之前，要对项目所在地的社区进
行深入研究，做好社区工作的预算，并
把社区预算计入整体投资中，在此基础
上评估矿山的盈利能力。

三是国际化人才不足。矿山开发
和管理与西方矿业公司有差距。与西
方一流矿企相比，我们在资源模型建
设、项目科研等前期论证、采矿排产计
划、金属平衡等基础管理工作方面还存
在较大差距。蓝福生说，中国企业总体
上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缺乏，同时在尊重
国际惯例、国际规则方面有时没有做到
位，企业人才战略与不同国家、不同项
目实际未能很好结合，较难融入到当地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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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副外长点赞的紫金矿业到底干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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