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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28日 例会纪要 

会议时间：2017年 8月 28日 15:30-16:30 

会议地点：六楼大会议室 

会议主持：李旬 

会议主讲：王宇、佟以来、李文昌、张宇飞、段兰华、 

参会人员：钢联资讯全体人员 

会议记录：吴晓琴 

记录审核：温晓红    

本周观点： 多数品种维持高位震荡趋势 

上周观点：多数品种维持震荡偏强走势（截止上周五，有色综合绝对价格指数报 31745，较

上一周涨 2.80%；铜报 52265，涨 3.42%；铝报 16218，涨 1.45%；锌报 26606，涨 0.27%；

镍 92800，涨 7.10%。不锈钢指数报 93，涨 5.92%。） 

 

（一）宏观方面情况： 

◆  耶伦德拉基避谈货币政策做空美元已极其拥挤 

耶伦在备受关注的杰克逊霍尔讲话中未提及货币政策，而是专注于危机历史以

及监管者所作出的回应，但她提到美联储在物价和就业两个目标上取得实质性进

展。 

德拉吉此次在央行年会的演讲并未谈及货币政策或缩减购债计划，也没有表达

对欧元走强的关注。 

◆  资金面：央行净回笼 2500亿资金维持紧平衡 

上周央行逆回购投放 4200亿，逆回购到期 7500亿，国库现金投放 800 亿，央

行净回笼 2500亿。 

上周美元指数大幅贬值，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分别升至 6.66和 6.64。上周

央行称考虑财政支出、准备金退缴等因素以后，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适中水平，周

四、周五暂停公开市场操作，8月以来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净回笼货币 1800亿。 

◆  货币政策：供给侧改革需要偏紧货币政策 

在当前供给侧改革政策环境下，央行货币政策将持续偏紧。 

降成本：今年以来实体融资成本有所抬升，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制约货币

收紧。 

去库存：地产库存去化已经较为理想，房价攀升，货币偏紧有利于抑制房价泡

沫。 

去产能：去产能容易推升通胀风险，货币偏紧有利于对抗通胀。 

去杠杆：偏紧的货币环境有利于杠杆更好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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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顶：多举措为市场降火 

不断加码的政策意味着后期如果出现脱离基本面的大幅上涨，很可能会迎来更

加严格的监管措施。 

◆  需求底：高层密集提及“新动能”投资告别基建 

8月 24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官方网站发布的《新动能培育加速推进

支撑作用显著增强》一文中表示，中国 2017年上半年培育壮大新动能取得明显成

效。 

（二）有色各品种情况： 

1. 铜： 

 上周回顾： 

-  上周观点：铜价依然有高位震荡趋势，其振幅在 49500-51500元/吨；  

LME6200-6500美元/吨,实际运行 50650-52850元. 

-  本周观点：本周铜价继续震荡上扬，其振幅在 50500-53000元/吨，

LME6400-6700美元/吨。 

- 市场方面：价格方面，沪铜主力 1710合约震荡上扬，最高 52790元/吨，最

低 51360元/吨；LME铜 6473-6747美元/吨，本周一至五铜价持续上涨格局，现货

市场成交表现稍有不足；周五涨幅最为明显，铜价出现新高；不过此时采购需求有

所回落，因绝对价格偏高，下游采购畏高。 

- 进出口：美金铜市场成交价格维持平稳；美金铜仓单主流成交价格在 60-70

美元/吨，提单报价 55-65美元/吨；本周保税区入库依然少，出货同样少；沪伦比

值变化不大，倒挂幅度小幅缩水，但由于国内企业需要走量而选择进口，从而使保

税区库存持续下降趋势。本周沪伦比值 7.75-7.81，进口倒挂区间价格 400-500元

/吨。 

- 冶炼厂方面：8月冶炼企业检修力度较小，目前了解到铜陵有色旗下赤峰金

剑在检修，产量影响较小。上周铜企生产较为稳定，并未有太大变化；大型冶炼企

业产能利用率回升，铜精矿货源供应充足所致；且小型及中型企业产能利用率依然

回升趋势。 

       - 库存方面：本周现货库存出现下降，上海市场现货库存总量 18.6万吨，较上

周 20.2万吨，下降 1.6万吨，降幅 7.9%。库存下降来自冶炼厂发货减少，以及消

费需求回升。天津市场库存增加 200吨至 500吨，不过供应依然处于偏紧格局；广

东市场库存增 2700吨至 1.89万吨，下降趋势明显；重庆市场库存下降 500吨至

600吨，供应依然充足。 

- 需求方面：上周铜杆加工费下调 50元/吨，加工费出厂报价加 550 元/吨，

出货不理想。8月份大型铜管企业维持满产，部分中小型企业排产略微下滑，产能

利用率 80%-90%，按单生产，成品库存较低。 目前出口企业的国外订单普遍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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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预测：税库存下降延续，国内现货库存出现明显降幅，本周下游询价整体表现

一般，铜价出现上涨趋势，下游企业接货畏高；目前市场需求依然可圈可点，预计

本周铜价依然有高位震荡趋势，其振幅在 50500-53000元/吨，LME6400-6700美元

/吨。 

 

2. 铝： 

 上周回顾：  

 -  上周观点：铝价维持偏强走势，运行区间：预计：15900-16600实际：

15920-16310 

-  铝市场方面：上周（8.21-8.25）国内铝价延续涨势，市场整体成交维持一

般。近期供给侧改革政策消息刺激铝价上涨，但在大涨过后出现大幅回调，显示上

方压力较大，目前铝市基本面依旧疲弱。原铝价格震荡走高，长江周均价为 15820

元/吨，环比上涨 2.32%，南储周均价为 15844元/吨，环比上涨 2.18%。持货商维

持积极出货态度，贸易商询价较多，实际成交相对有限。下游企业表现谨慎，整体

采购意愿不强，维持按需采购为主。截止上周五，期铝 1710主力合约收盘在 16620

元/吨附近，近期铝价在站上高位之后，再次出现回调。但从回调的深度上可以看

出下调空间有限。 

-  产能产量方面：电解铝：贵州华仁新材料 8月下旬通电，涉及电解铝产能

50 万吨，预计今年年末投产完成。 

-  需求方面：铝棒近期部分地区加工费调价较为频繁，甚至当天能出现数个

报价波段。临近月底，持货商维持积极出货心态，然而下游买兴欠佳，仅零星低价

采购，成交平平。 

-  库存方面：电解铝：截止 8月 28日统计，全国主要市场电解铝库存总量较

上周四增加 2.6万吨，总量至 152.4万吨。铝棒：佛山 14.9，无锡 2.1，南昌 1.7，

常州 0.95，湖州 0.8，总量 20.45，较上周四（8月 24日）增 0.7。 

 后市预测：由于短期供应短缺预期明显，氧化铝看涨氛围浓厚。电解铝企业的高利

润亦会促使氧化铝企业抬价销售。此外，北方市场由于环保等政策抑制氧化铝供应，

南方市场因为电解铝新增拉动氧化铝消费。所以，市场主要因素基本利多氧化铝，

氧化铝上涨趋势依旧延续，上涨幅度约 40-70元/吨。电解铝方面，目前无论是政

策影响还是执行范围都已超出市场预期，政策持续向好是铝价强有力的支撑。虽然

在周中铝价出现获利回调，但在政策面没有利空的情况下，铝价易涨难跌。另外，

在供暖停产预期偏强的因素下，铝价经过短暂的调整，或将继续上行。同时，市面

上出现个别冶炼厂及贸易商囤货不出的传闻，进一步抬高铝价。短期来看，供给侧

改革和取暖季减产消息会继续支撑铝价，运行区间 15800-164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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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锌： 

 上周回顾： 

      -  上周观点：上周耶伦讲话前夕，多头大量获利了结避险，沪锌跳水。预

计运行区间 25500-28000元/吨。实际运行区间在 26170-26980元/吨。 

-  本周观点：本周基本面的向好，供给侧改革或低库存导致价格居高不下，

预计区间 25500-28000 元/吨。 

 -  市场方面：上周沪锌震荡上行，现货价格上涨，冶炼厂正常出货，市场上

国产货源偏紧，进口锌流入交投较活跃。有效缓解了市场货源紧张，贸易商交投较

活跃，以长单交投为主，因盘面价格较高，下游逢高观望较多，刚需采购为主，整

体成交一般。上海市场 0#锌锭主流成交于 26170-26980 元/吨，均价 26590 元/

吨，涨幅 5.02%。涨幅 5.32%。 

-  现货库存方面：上周五至本周五（8/18-8/25）全国锌锭总库存 10.42 万

吨，现货库存较上周五统计小幅减少 0.66 万吨，上海地区锌锭库存为 5.27 万吨，

较上周减少 0.2 万吨。广东地区锌锭库存为 3.2 万吨，较上周五减少 0.21 万吨。

天津地区的锌锭库存为 1.3 万吨，较上周减少 0.2 万吨。山东地区的锌锭库存为 

0.27 万吨，较上周小幅减少 0.04 万吨。宁波地区锌锭库存 0.38 万吨，较上周

减少 0.01 万吨。总体而言，本周沪锌震荡上扬，冶炼厂长单出货，部分货源尚在

运输途中。锌价高位震荡，下游畏高，少量采购，整体成交一般。 

-  冶炼厂方面：上周，锌精矿价格整体随锌价上涨，从市场价格来看，济源

锌精矿均价在 19562 元/吨，涨 5.39%，河池锌精矿价格费 19552 元/吨，较上周

上涨 5.39%。云南地区锌精矿价格为 19688元/吨，较上周上涨 5.08%。从锌锭价

格来看，本周锌价维持高位震荡，天津市场较为活跃，出货情况较好。从国内加工

费来看，本周国产锌精矿加工费整体偏稳。南方地区加工费报至 3900—4200 元/

吨，北方地区普遍报至 4000—4300 元/吨。近日，市场锌供应情况较为稳定，预

计下周加工费依然维持平稳。 

-  港口库存方面：上周，锌矿港口库存 12.41 万吨，较上周增加 4.34 万吨；

铅矿港口库存 2.45 万吨，较上周增加 0.87 万吨，部分为保税区库存，近两周锌

精矿连云港到港货源较多，根据我们调研，24 日船货依然在卸载。从港口业务来

看，今年整体业务有些萎缩，但矿周转较快，流动性较好，港口库存有增多的趋势，

部分贸易商有囤货迹象。进口加工费方面，进口矿主流 TC 报价 50-70 美元/吨，

市场进口矿报价持续松动，冶炼厂依然维持采购，料 8 月份锌精矿同比有所增长，

港口库存有上升的趋势稳。 

 后市预测:本周锌锭库存持续下降，锌价易涨难跌，预计本周锌价维持高位震荡行

情，不排除向上突破的可能，沪锌主力暂看 25500-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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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镍： 

 上周回顾： 

-  上周观点：电解镍预计运行区间是 10300-11000 美元/吨。实际运行区间

10975-11825是美元/吨。 

- 镍矿: 上周高品位外盘市场主流报价持稳，报价在 20-21美金。上周期镍走

势涨幅较大，下游镍铁价格稳中有升，涨势喜人，市场看涨意愿强，报价相对混乱，

但工厂采购稍显谨慎，更多偏向国内港口现货，因高品位外盘资源较少，成交清淡。

上周中品味外盘市场主流报价在 40-41美金。近期下游镍铁涨幅可期，市场整体看

涨。值得注意的是，因后期矿山价格不明，部分贸易商资源拿货较少，短期成交或

将因价格原因成交走弱，总体来看，镍矿中品味价格稳中看涨；上周低镍高铁矿价

格市场主流报价在 20-21美金，成交仍集中在南方市场。据本网调研：因中高品位

镍矿价格走高，或将拉动低品位市场报价，总体来看因低镍铁开工率以及库存结构

原因，低品位近期稳中小涨，涨幅或将有限。 

- 镍矿库存: 截止 8 月 25 日,我网统计国内 14 港镍矿库存 957 万吨,周环比

增加 4万吨。 

- 镍铁: 上周高镍铁市场价格变动较快，成交活跃，钢厂采购价格约在

1000-1020元/镍（到厂含税）,环比上涨 55元/镍。上周下游不锈钢价格持续上涨，

终端刚需采购较多。工厂、供应商看涨情绪浓厚，由于价格涨势较好，临近月底，

钢厂询盘活跃，市场报盘较活跃,市场看涨情绪浓厚。工厂复产意向强，但受环保

检查和镍矿运费上涨等原因，高镍铁工厂的复产情况并不如预期。上周低镍铁主流

出厂价格 3350-3450元/吨，环比上涨 100元/吨。随着低镍铁价格上涨，广西、辽

宁、河北地区均有低镍铁厂复产，但由于工厂复产初期和环保检查原因，目前复产

低镍铁厂的产能释放并不理想，低镍铁市场现货货源紧张。据了解，市场成交主要

集中在山东、广西、福建有低镍铁厂正常生产的地方。由于焦炭、螺纹钢、铁矿等

产品价格上涨，支撑低镍铁涨势。低镍铁厂看涨情绪浓厚，报价坚挺。 

- 电解镍: 国内现货方面，金川周均价环比上涨 6.76%，俄镍周均价环比上涨

7.47%，本周金川俄镍现货成交价格均高于上周。金川升贴水均值在 540元/吨左右，

下降 43.75%。俄镍升水 100元/吨左右。上半周，镍板成交价格随盘不断上涨，金

川升水下调，贸易商接货意愿较强，钢厂按需采购；下半周，采购状况若雨上半周，

周内整体成交状况可观。 

美金镍方面，本周 CIF仓单升贴水报价 220-230美元/吨左右，但成交清淡。

主要由于进口持续亏损，采购亦较少，就目前情况来看，美金货补货较难，国内现

货库存持续偏低。 

 后市预测: 镍矿价格稳中偏强，工厂询盘较为积极，下游镍铁价格强势，工厂惜售

http://www.cnfeol.com/niek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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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浓厚，报价较为坚挺。预测本周伦镍走势震荡盘整，价格区间在 10750-11250

美元/吨。 

 

5. 不锈钢： 

 上周回顾： 

- 上周观点：受伦镍短期供需紧张影响，不锈钢价格成本支撑有力，但热轧

方面接货不利。周一大涨至 15600，后续涨势不足，预计在 15800左右或将遇阻，

预计空间在 15400-15900.实际运行空间在 15600-16400元。周末市场到货增多，

加上镍价回调，价格出现回落，今晨价格报 16100。整体而言，上涨走势不变，但

价格超出预期有 200元增幅。 

- 本周观点：短期来看镍价走势已经趋缓，且钢厂后续跟涨速度较快，价格

涨势过猛，贸易商高价拿货利润不足，终端在高价下采购意愿也受到影响，后续不

锈钢价格走势相对缓和。预计价格在 15500-16300之间。 

— 价格方面：上周市场投机热情相对激烈，伦镍价格周初大幅走高，钢厂调

价动力充足。304 热轧（东特）、冷轧（太钢）价格分别上涨 800/400元至 16400/16900

元/吨。201冷轧（联众）价格周度上涨 200破万到 10050元/吨，430冷轧上涨 600

破万到 10000元/吨。但今晨 304/201均部分小幅回调，分别是 50元/吨（201冷）、

200元/吨（304冷）、300元/吨（304热）。 

—  库存方面：上周无锡佛山两地库存均呈现下行趋势，总计减少 1.59万吨

至 27.05万吨。热轧市场表现紧俏，除 200系佛山有部分到货导致库存增加外，其

余全线出现下调，总计库存 3.84万吨，增量在 0.32万吨。400系呈现冷增热减局

面，400系冷轧库存 4.64万吨，增 480万吨，热轧库存 4120万吨，减 380万吨。

300系方面因为到货较少，库存大幅走低，其中无锡减少 1.14万吨，佛山减 0.98

万吨，库存总计 18.15万吨。 

-  市场方面：目前环保督查，不锈钢企业生产特别是冷轧受到影响，且钢厂

放量不足，价格维持较高水平。但相对前期，目前钢价已基本追上镍的上涨幅度，

后续上涨动力不强。周末市场部分到货，价格下调。 

 后期走势预测：预计本周不锈钢市场部分回调持稳，整体运行空间预计在

15800-16300。      

        

2017年

预测 震荡上扬 49500-51500 偏强走势 15900-16600 上涨 25500-28000 震荡盘整 10300-11000 上涨 15400-15900

实际 震荡上扬 50650-52840 偏强走势 15920-16310 上涨 26170-26980 涨幅较大 10975-11825 上涨 15600-16400

预测 高位震荡 50500-53000 偏强走势 15800-16400 易涨难跌 25500-28000 震荡盘整 10750-11250 回调持稳 15500-16300

25%25% 25%75%25%8月21日-25日

8月28日-9月1日

铜 铝 锌 镍 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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