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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中国有色金属产业景
气指数为17.0，较上月回落0.9个点；先
行指数为58.9，较上月回落3.6个点；一
致指数为58.5，较上月回落2.3个点。初
步判断，产业景气指数仍处于“偏冷”区
间下部，且下行压力较大。

产业景气指数仍处于“偏冷”区间
下部，下行压力较大

2020年4月，中国有色金属产业景
气指数显示为17.0，较上月回落0.9个
点，总体看，近期景气指数已处于“偏
冷”区间下部运行。

在构成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的
12个指标中，位于“正常”区间的仅有4
个指标，包括M2、有色金属进口额、十
种有色金属产量、营业收入；位于“偏
冷”区间的有8个指标，包括LMEX指
数、商品房销售面积、家电产量、汽车产
量、有色金属固定资产投资额、发电量、
利润总额有色金属出口额。

先行合成指数连续回落，且降幅明
显

2020年4月先行指数为58.9，较上
月回落3.6个点。在构成有色金属产业

先行指数的7个指标中，有5个指标处
于“偏冷”区间。经季节调整后，6个指
标的同比值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分
别是LMEX、汽车产量、商品房销售面
积、家电产量、有色金属固定资产投资
额和有色金属进口额，降幅分别为
13.6%、36.3%、16.1%、32.5%、10.7%和
7.4%。

受疫情冲击，有色金属产业多项指
标表现欠佳，但随着抗疫形势好转及各
地陆续出台稳经济的新政，有色企业信
心将得以恢复

国际方面，四月份全球经济陷入严
重衰退，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全球
服务业及制造业均遭到沉重打击，国
际贸易也受到冲击。主要经济体经济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美国商业活
动、新订单和就业指数下跌严重。英
国经济延续下滑，疫情导致商业活动
停滞，失业率大幅上升，消费需求及通
胀水平均出现下滑趋势。受疫情拖
累，拉美、东欧及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需
求持续萎靡。为此各国政府及央行纷
纷采取措施，货币政策宽松程度及财

政政策刺激力度都达到了空前水平。
尽管如此，疫情笼罩下的世界经济仍
然非常低迷。

国内方面，经过中央及各级政府
的不懈努力，武汉保卫战和湖北保卫
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国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机械工业降幅明显
收窄，消费品行业市场需求逐步恢
复，经济运行各项指标向好体现了
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虽然如此，
由于新冠疫情并未完全消灭，宏观
经济继续承压。一些行业生产下
滑，需求不振及库存高企等问题仍
然存在。预计随着企业经营及居民
生活逐步恢复正常，逆周期调节不
断加大力度，未来经济将延续回暖
势头。但考虑到海外疫情的蔓延及
全球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国内经济仍
将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外需疲弱势
必会抑制出口。

产业方面，各地疫情形势出现好
转，有色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积极推进。
4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同比

增加3.8%，其中精炼铜及原铝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9.2%和1.5%。

市场方面，悲观情绪虽仍存在，但
四月铝消费市场明显好转，SHFE三月
期铝价格环比上涨10.5%。但由于4月
原油价格骤跌导致大宗商品普遍承压，
铜、铅及锌等金属价格反弹遇到较大阻
力。行业投资、出口及效益等方面表现
亦差强人意。

目前境外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
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这也
会对有色金属行业运行回归正常产生
负面影响。但随着国内经济生活逐渐
得以恢复，各地为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
标，陆续出台一系列稳经济新政。这些
政策对有色企业信心的恢复和金属价
格的提振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对于未
来应保持乐观，应当看到有色行业长期
向好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有色产业的各
项指标终将正常。

综上，预计未来景气指数将处于
“偏冷”区间下部运行，仍将保持较大下
行压力，未来仍有望回升。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020年4月中国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为17.0

据MiningNews网站报道，标普
全球财智（S&P Global Market In-
telligence）研究认为，今年余下时间矿
业前景黯淡。

Covid-19疫情之前，该公司一直
认为今年矿业形势不错。

2019年全球勘查预算为98亿美
元，下降3%。受到旅行限制以及缺少
资金影响，预计今年勘查预算将继续下
滑。

标普分析师克里斯托弗·加尔布雷
斯（Christopher Galbraith）在上周举
办的网络视频会上预计，2020年全球
有色金属勘查预算将低于170亿美元，
较去年下降29%，创15年来新低。

尽管矿业巨头手中还有资金，但大
多数都持保守态度。

金将继续成为投资最多的矿种，而
铜降幅最大。

加尔布雷斯表示，目前的价格水平

太低，以铜为主的初级勘查公司投资积
极性不高。2019年的复苏迹象被一季
度的市场崩溃吞没，这个季度的项目链
活动指数创14个季度以来新低。

不过，钻探大幅回升，统计钻孔数
为11693个，创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
新高。这些钻孔大多数为金矿勘探。

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是勘查的重
点区域。加尔布雷斯认为前者受到之
前封锁措施的影响，但在目前季度不会
持续。

4月份钻探回升，但仍处于10个月
以来的新低。

澳大利亚报告项目数有78个，钻
孔数最多，加拿大项目数为48个。

阿戈诺特证券公司今日表示，随着
Covid-19限制措施放松，以及金价上
涨，澳大利亚以金矿为主的勘查活动将
回升。

一季度的融资额从去年同期的33

亿美元增至106亿美元，增长3倍多。
但是，明显低于去年4季度的150亿美
元和第三季度的114亿美元。

从融资方式上看，一季度融资主要
是债务，其占比高达80%，高于以前的
55%。

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融资占比合
计为45%，后者创8个季度以来新高。

加尔布雷斯发现，澳大利亚融资在
去年第四季度达到9个季度以来的15
亿美元新高后出现下降。

加拿大融资只有2.95亿美元，创6
个季度以来新低。加尔布雷斯认为，本
季度市场形势对加拿大公司影响特别
严重，主要是因为初级公司数量多。

如果公司整合持续，勘查投资将继
续下滑，去年巴里克公司与兰德黄金公
司（Randgold）合并，纽蒙特公司与黄
金集团公司合并已经导致勘查投资下
降。

黄金公司占一季度23亿美元并购
额的97%，其中因代沃矿业公司并购赛
马弗是最大一笔并购。

加尔布雷斯认为，金矿资产仍将是
并购的主要对象。

标普此前预计，2020年黄金产量
将增长200万盎司，但是现在估计受到
疫情影响产量将下降270万盎司，明年
产量将增长300万盎司。2020年预测
没有考虑病毒第二波影响，由于俄罗斯
当时仍处于早期阶段，也没有进行考
虑。对此，加尔布雷斯认为，即使有，矿
业公司也已经有了应对的经验。

锌去年过剩11.9万吨，今年将缩减
至9万吨，2021-24年将出现短缺。

能够支撑锌价的因素是今年矿山
产量将下降3.6%。

标普预计今年铜过剩18.2万吨，精
练铜需求量将下降3%。

自然资源部

标普：今年全球勘查投资将下降29%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
的冲击，世界经济论坛此前发布的报告
显示，风险经理人预期新冠疫情将导致
全球经济长期衰退。在回覆调查的
347位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二将全球经
济的长期萎缩列为未来18个月的首要
关注重点。有半数风险经理人预期会
有破产及行业整并、产业未能复苏，以
及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疫情不单单影响了下游消费，也影响了
不少矿企，因疫情影响，不少国家采取
封锁措施，使得当地矿企暂时停止采矿
或者冶炼。

突如其来的疫情惊扰了全球经济
也令金属产业链受到冲击，尤其是需求
端收到较大的影响，2020年全球金属
市场供需平衡也因此发生改变。因此，
SMM也对各大金属品种供需平衡表做
出了调整：

铜
供给量较预期下调：
1.国内2月冶炼厂因为硫酸胀库降

低投料量。
2.二三季度因海外原料供应紧张

检修增多，国内电解铜产量预期下调。
需求量下调：
汽车、电子行业消费疲弱，受疫情

影响及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家电出口
占比相对较高，目前订单表现开始转
弱，全年可能受海外疫情冲击；电力行
业和建筑行业将对全年铜需求量产生
支撑，电网上调全年计划投资额以及新
基建推动。

铝
原铝供应增速预期维持：
1. 2-3月铝价低迷抑制少数新增

及复产产能放量，4月后铝价回升，投产
步伐回归正常，且铝厂原定延长检修计
划减少，故国内电解铝产量预期较去年

底维持。
消费量上调：
1. 内需方面，建筑板块铝需求将发

力，料高于去年同期，医药板块亦成为
年内消费亮点；2. 疫情影响的出口同比
减量被强劲内需部分弥补，中国原铝消
费量同比负增速预期收窄。

铅
2020年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就铅

基本面来看，海外疫情影响港口运输受
限，进而传导至国内，导致铅精矿进口
受阻，进口矿TC下调，据SMM调研，5
月进口铅精矿加工费均价为140美元/
干吨，较4月下降10美元/干吨。消费
端，受到海外疫情的影响，铅蓄电池出
口受挫，企业开工率转降。而国内铅蓄
电池消费较差，蓄企对电动车蓄电池进
行降价促销，但成品库存仍然居高不
下。目前，汽车蓄电池市场更换需求清
淡，经销商按需采购。但由于海外越来

越多的国家放松防疫措施，部分港口开
始放开，后续关注电池出口情况。

锌
2020年，全球经济节奏被疫情打

乱，锌产业周期也做出了调整，就海外
来看，除预期将投产的海外新扩建锌
矿项目受阻停滞外，锌价大幅下挫令
海外部分矿山宣布因经济原因关闭，
部分矿企受疫情带来的行政限制停止
生产、运输受限，全球锌矿全面过剩进
程按下暂停键。因中国对进口矿存在
接近30%的依赖，二季度进口矿流入
受阻，同时国内大型矿企因价格过低
加工费过高而惜售，国内矿端供应迅
速收紧，加工费被动下调，自年初6500
元/金属吨左右下调至当前的5000元/
金属吨左右，炼厂利润收缩，主观生产
积极性下降，今年预期精炼锌做出向
下调整。

上海有色网

疫情冲击全球金属行业 SMM调整产业链供需数据

近日，根据2019年营业收入排名，
由东方财富网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
500强榜单出炉，有色行业25家企业
上榜。其中,上榜的有色企业位居前五
名的是：中国中冶、江西铜业、中国铝
业、紫金矿业、铜陵有色，分别位居500
强榜单中第32、45、58、81、115名。位
居6-25位的上榜有色企业依次为：洛
阳钼业、云南铜业、山东黄金、五矿发
展、白银有色、锡业股份、海亮股份、金
田铜业、盛屯矿业、中国大冶有色金属、
中铝国际、西部矿业、恒邦股份、云铝股
份、中国金属利用、中国忠旺、中金岭
南、南山铝业、贵研铂业、五矿资源。在
此次排名中，12家有色企业排名位次

较上年有所上升，其中，最多的是洛阳
钼业，上升189位，排名为157位。较
上年排名位次下降最多的是中国忠旺，
下降58位，排名为411位。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中
国上市公司500强2019年营收合计达
到52.1万亿元，占上市公司总营收比
例近80%。根据GICS行业，在500强
公司中，来自工业行业的上市公司最
多，共有103家，占比为20.60%；原材
料行业同样为500强的高产行业，有
80家。合计营收方面，工业类企业仍
居领先地位，达到11.51万亿元，占比
22.1%。

中国有色网

25家有色企业上榜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营收500强

世界金属统计局三公布的月报显
示，2020年1-3月，全球铜市供应过剩
18.8万吨，2019年全年为短缺26.8万
吨。

1-3月期间，可报告库存较2019
年12月底高31.6万吨。

2020年1-3月全球矿山铜产量为
524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8%。全球
精炼铜产量为 593 万吨，同比增加
8.1%，其中中国产量增加24.3万吨，智

利产量增加6.1万吨。
1-3月，全球铜需求量为 574万

吨，去年同期为 550 万吨。中国表
观需求量为 285.7 万吨，较上年同期
增 加 7.7% 。 欧 盟 28 国 产 量 减 少
5.8%，需求量为 81 万吨，同比略有
下降。

2020年3月，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200.58万吨，需求量为195.67万吨。

文华财经

WBMS：2020年1-3月全球铜市供应过剩18.8万吨

5月20日，世界金属统计局周三公
布的月报显示，经过计算，2020年1-3
月全球原铝市场供应过剩70.9万吨，
2019年全年为供应过剩76.1万吨。

1-3月全球原铝需求为 1570 万
吨，较2019年同期增加53.2万吨。

1-3月全球原铝产量较上年同期
增加5.8%。

2020年1-2月可报告库存总量下
降，但3月再次增加，到3月底时库存
增至较2019年12月高2.2万吨水平。

1-2月，LME库存亦下降，多数集
中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仓库，但到3月
时库存反弹。

截至2020年3月底，库存总量为
217.2万吨，低于2019年底的214.9万
吨。

截至2020年3月底，伦敦、上海、
美国和东京四大交易所持有的库存总

计为171.4万吨，较2019年12月底增
加3.9万吨。

整体来看，2020年1-3月，全球产
量同比增加5.8%。鉴于进口铝土矿和
氧化铝供应增多，中国产量预计为884.3
万吨，目前约占到全球总产量的54%。

1-3月，中国表观需求量同比上升
5.8%，半成铝制品产量减少6%。今年
一季度，中国成为未锻造铝净进口国。

1-3月，中国半成铝制品净出口量
为105.1万吨，上年同期为120.6万吨。

1-3月，欧盟28国原铝产量同比减
少0.5%，北美自由贸易区产量同比上升
4.1%。欧盟28国需求较2019年同期
减少21.1万吨。1-3月全球原铝需求
较2019年同期增加3.5%。

2020年 3月，原铝产量为554.09
万吨，消费量为524.27万吨。

文华财经

WBMS：2020年1-3月全球原铝市场供应过剩70.9万吨

欧洲最大的铜生产商 Aurubis
AG发布了业绩报告，尽管季度盈利有所
下滑，但是该公司对于疫情过后的经济复
苏前景持乐观态度，表示会维持此前做出
的当前财年盈利预测。

Aurubis表示，在截至2020年 3
月底的2019/2020财年第二财季，该
公司的税前营业利润同比下降5%，共
计6000万欧元(6482万美元)。

但Aurubis重申了先前发布的盈
利预测，即整个财年盈利介于1.85-2.5
亿欧元之间。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Roland Har-
ings表示，“尽管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面
临更大的挑战，但我们认为能够实现我
们稍早对2019/20财年的预测，这要归
功于我们非常强劲的商业模式，尤其是
强大的起点。” 中国有色网

欧洲最大的铜生产商对前景表示乐观，维持全年盈利预期不变

近 日 ，金 川 集 团 三 矿 区 井 下
1350m有轨运输水平电机车无人驾驶
系统成功投运，首次实现金川矿山井下
电机车无人驾驶技术应用。这将有效
改善井下人员作业环境，降低员工劳动
强度，提高有轨运输效率，提升矿山安
全管控水平，实现井下矿山智能化、无
人化目标。

该系统由三矿区、北京矿冶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信息与自动化工程有限公
司、金诚信矿业公司共同完成。电机车
无人驾驶系统采用单片机控制技术，形
成无人驾驶、信集闭、视频监控、远程自
动装/卸矿、井下无线通信等系统，技术
上成功突破了井下环境复杂和空间受
限的信号衰减、折返式运行列车尾部视
觉监控盲区、点动对车放矿等诸多难
题，集人员定位系统、溜井测深系统于
一体，区别于一般的地表无人驾驶系
统。

电机车无人驾驶系统在井下环境
运行的技术优势有：

一是实现井下精确定位。电机车
采用RFID无源信标+编码器+非接触
式感应开关三重定位系统相结合，实现
电机车的精确位移和定位。

二是采用有线+无线+漏泄的通讯
方式，有效弥补井下特殊环境下的通讯
盲点，保证系统运行过程中通讯的连续
性、稳定性以及安全性，为无人驾驶系
统的可靠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是采用列车后部专用视频监控，
对最后一节车厢现场工况一目了然，为
无人驾驶安全运行提供可靠保证。

四是将六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溜
井测深系统和无人驾驶系统相融合，起
到相辅相成的目的。

五是完善更新点动对车程序，提高
放矿效率。

六是有效利用1350m水平六大系
统wifi和无人驾驶系统wifi信号，与
井下专用wifi手机形成有轨运输专属
通讯系统，保障无人驾驶运行全过程调
度指挥的协调统一。 中国有色网

无人驾驶有轨电机车驰骋金川矿山

5月16日上午，金品铜科18万吨
特高压铜杆项目投产暨与杭缆公司合
作庆典仪式在抚州高新区举行。市委
书记肖毅出席并宣布项目投产，中国有
色金属加工协会秘书长章吉林致辞，市
委常委、抚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吴建华
主持仪式。

章吉林首先代表中国有色金属加
工工业协会，对金品铜科18万吨特高压
铜杆项目投产暨与杭缆合作表示热烈
祝贺。他指出，金品铜科从2014年投
产以来，不断发展壮大，产品涵盖铜板
带箔、棒排、杆线及铜工艺品，逐步成为
铜加工行业的后起之秀。抚州高新区
始终致力于构建开明优惠、宽松和谐的

投资软环境，为金品铜科做大做强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他希望，金品铜科铜
杆项目尽快达到满产满销，提高资金周
转率，增加盈利水平，注意控制风险，做
好套期保值。同时充分利用好和杭缆
集团良好的合作关系，抓住新基建带来
的新机遇，加强合作开发，强化技术管
理，提高高质量产品占比，尽快进入高
端领域，在铜杆行业竞争中占得先机。

据悉，金品铜科年产18万吨特高压
铜杆项目，总投资6亿元，其主要装备连铸
连轧设备采用美国南线技术，为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装备水平最高的铜杆生产线之
一。主要产品Ф8mm光亮铜杆，项目达
产后，可实现产值80亿元。 抚州日报

金品铜科18万吨特高压铜杆项目投产

电解铜
2020年4月SMM中国电解铜产

量为75.24万吨，环比增加1.17%，同比
增加6.5%。1-4月SMM中国电解铜
产量累计为290.51万吨，累计同比减少
0.28%。4月国内电解铜产量环比小幅
增长，疫情影响消退炼厂产量恢复，以
及新增产能继续爬产；而产量同比增长
明显，主因2019年炼厂检修集中于第
二季度，同期基数较低所致。

4月国内硫酸消费好转明显，各地
酸价均有修复回升，除华北地区外大部
分地区已不再贴价销售，对国内炼厂生
产压力得到缓解，但售价较制酸成本仍
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由于海外主要
矿产国尤其是秘鲁采矿业及运输在4
月受到疫情较大干扰，铜精矿发货量下
降，目前炼厂对后续原料供应普遍存在
担忧，二季度检修计划亦有增加，可能
对6、7月电解铜产量产生冲击。

根据各家炼厂排产计划，SMM预
计 2020 年 5 月国内电解铜产量为
74.01万吨，环比降幅1.38%，同比增幅
16.82%；至 5 月累计电解铜产量为
364.32万吨，累计同比增长2.71%。5
月开始炼厂检修增多，以及部分炼厂反
馈原料供应趋紧制约生产，电解铜产量
预期较4月有所下滑。

原生铅
2020年4月全国原生铅产量26.2万

吨，环比上升9.34%，同比上升1.05%。

1-4月累计产量同比下降4.3%。
据调研，4月原生铅产量延续增势，

基本符合预期。除去3月复工冶炼企业
的产量在4月继续爬坡，同时河南豫光、
湖南金贵、西部矿业等企业检修后恢复，
期间虽存在少数企业于4月中下旬起开
始常规检修，但对整体产量影响不大。

另随3月中下旬海外疫情升级，铅
精矿进口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促使国
内矿流通货源减少，铅精矿加工费持续
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原生铅冶炼企业
普遍有一定矿库存，截止目前，冶炼企业
尚未因矿供应趋紧而出现减产的情况。

展望5月，如内蒙古等高海拔地区
矿山将季节性复产，或在一定程度上缓
和铅精矿偏紧的情况，铅精矿加工费降
势放缓，多数原生铅企业生产基本正常，
且部分企业随设备故障问题解除，其5月
产量小幅增加。而5月，国内亦是有部分
原生铅企业进入检修状态，如安徽铜冠、
赤峰山金、云南蒙自等。综合看，5月原
生铅产量整体变化不大，SMM预计5月
原生铅产量环比下降至25.4万吨。

精炼锌
2020年4月SMM中国精炼锌产

量47.96万吨，环比增加2.79%或环比
增加1.3万吨，同比增加4.02%。SMM
调研样本产能608.5万吨。另国内3月
SMM中国精炼锌产量修正至46.66万
吨（湖南某炼厂恢复）；4月国内精炼锌
冶炼厂样本合金产量为7.4133万吨，环

比增加7.93%，其中热镀锌合金产量为
5.9783万吨。

据SMM调研，4月国内精炼锌产
量基本符合环比增量预期。进入4月，
国内精炼锌增量主要集中在2至3月检
修以及去年停产炼厂的复产，地区主要
集中在内蒙古、甘肃，此外，3月由于疫
情对国内跨省物流运输仍有影响，云
南、陕西等地区炼厂原料供应受到一定
的影响，而4月，国内物流恢复，炼厂生
产回归正常，进一步带动产量上行；而
减量方面，主要受国内精炼锌炼厂的检
修影响，地区集中在青海、广东、以及云

南地区，此消彼长，4月国内精炼锌产量
环比增加1.3万吨。

进入5月，受海外矿因疫情不可抗
力推迟发货以及国内炼厂原料库存较
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内锌精矿加
工费已经走低至 5000元/金属吨，进
口加工费走低至150美金/干吨，冶炼
厂企业利润收窄，部分炼厂选择将检
修计划提前，加之原本计划内的检修
（云南、甘肃、内蒙古、广西等地区），5
月国内精炼锌产量超预期环比下降
4500吨左右。

上海有色网

2020年4月SMM中国基本金属产量数据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