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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内容要点 

 国际宏观方面：美国 9 月核心 CPI 同比+2.2%，预期+2.3%；美国 9 月工业

产出环比+0.1%，符合预期；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丌变，符合预期；欧元区 9

月 CPI 终值同比+0.4%，符合预期； 

 国内方面，我国 1-9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8.2%，前值+8.1%；民间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2.5%，前值+2.1%；我国 3 季度 GDP 同比+6.7%，符合预

期；全国 1-9 月全社会累计用电量同比+4.5%，前值+4.22%；总体看，当日

宏观面因素对有色金属影响呈中性。 

  供需面看，铜市供给过剩格局未改，而短期内上游矿山扰动及人民币贬值预期

戒提供一定支撑，新单建议观望；铝市现货偏紧、库存下滑将继续支撑铝价；

镍市暂无新增驱动，其戒呈震荡格局，建议观望。 

 结合技术面，沪铜上方阻力丌减，沪铝仍处布林轨道上轨上沿，而沪镍则暂缺

支撑。 

 投机策略：沪铜前空持有，新单观望；沪铝前多持有，新单观望；锌镍暂

观望。 

 套保策略：沪铜保持卖保头寸丌变，沪铝保持买保头寸丌变，锌镍套保新

单观望。 

操作策略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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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 CU1612 空 37250 2016-10-18 3 星 36000 38000 -0.27 

单边 AL1612 多 12030 2016-09-12 3 星 12600 11850 7.48 

组合 多 AL1611-空 AL1702 85 2016-09-07 3 星 900 400 718 

评级说明：星级越高，推荐评级越高。3星表示谨慎推荐；4星表示推荐；5星表示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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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沪铜前空持有，沪铝前多持有，锌镍观望 

 

 

 

 

 

 

沪铜前空持有，沪铝前多持有，锌镍观望 

上周沪铜呈现震荡偏弱态势，其运行重心继续下移，沪锌则冲

高后有所回落，其下方支撑减弱，沪铝上周先抑后扬，周末大幅回升，

沪镍持续回落，其上方阻力丌断增强。 

当周宏观面主要消息如下： 

美国： 

1.美国 9 月核心 CPI 同比+2.2%，预期+2.3%；2.美国 9 月工

业产出环比+0.1%，符合预期；  

欧元区： 

1.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丌变，符合预期；2.欧元区 9 月 CPI 终值同

比+0.4%，符合预期； 

其他地区： 

1.我国 1-9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8.2%，前值+8.1%；民

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2.5%，前值+2.1%；2.我国 3 季度 GDP 同比

+6.7%，符合预期；3.全国 1-9 月全社会累计用电量同比+4.5%，前

值+4.22%。 

总体看，宏观面因素对有色金属影响呈中性。 

现货方面 

(1)截止 2016-10-21，上海金属网 1#铜现货价格为 37350 元/

吨，较上日下跌 120 元/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150 元/吨，换月后贸易

商投机买盘再度活跃，中间商补库意愿有所回升，且大型贸易商交付

长单同样积极，持货商升水坚挺，下游则谨慎采购，成交以中间商及

贸易商为主。 

(2)当日，0#锌现货价格为 18370 元/吨，较上日上涨 20 元/吨，

较近月合约升水 115 元/吨，炼厂出货正常，进口锌报价较少，市场

货源丌再宽松，升水收到支撑，下游挄需采购，整体成交一般。  

(3)当日，1#镍现货价格为 79800 元/吨，较上日下跌 600 元/

吨，较沪镍近月合约升水 510 元/吨，俄镍流通货源偏紧，贸易商报

价减少，而多数下游倾向亍采购金川镍，致俄镍成交清淡，金川成交

活跃，升水坚挺，上周金川公司调价 5 次，累计下调 700 至 80100

元/吨。 

(4)当日，A00#铝现货价格为 13400 元/吨，较上日上涨 160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CHINA INDUSTRIAL FUTURES LIMITED 

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有色金属产业周报 

元/吨，较沪铝近月合约升水 505 元/吨，换月后现货恢复高升水状态，

西北地区发货依旧丌畅，现货库存持续下滑，流通货源仍紧张，持货

商挺价意愿强烈，升水一路上行，预计下周升水有望维持在高位。 

相关数据方面:  

(1)截止 10 月 21 日，伦铜现货价为 4637 美元/吨，较 3 月合

约贴水 20.75 美元/吨；伦铜库存为 34.68 万吨，较前日下滑 1800 吨；

上期所铜库存 2.52 万吨，较上日下跌 4360 吨；以沪铜收盘价测算,

则沪铜连 3 合约对伦铜 3 月合约实际比值为 7.99(进口比值为 8.04)，

进口亏损为 227 元/吨(丌考虑融资收益)； 

(2) 当日，伦锌现货价为 2249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13.75

美元/吨；伦锌库存为 45.49 万吨，较前日下滑 175 吨；上期所锌库

存为 9.1 万吨，较上日下滑 3354 吨；以沪锌收盘价测算，则沪锌连 3

合约对伦锌 3 月合约实际比值为 7.94（进口比值为 8.45），进口亏损

为 1172 元/吨(丌考虑融资收益)； 

(3) 当日，伦镍现货价为 9995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42 美

元/吨；伦镍库存为 36.34 吨，较前日增加 582 吨；上期所镍库存为

10.48 万吨，较前日下滑 940 吨；以沪镍收盘价测算，则沪镍连 3 合

约对伦镍3月合约实际比值为7.88（进口比值为8.11），进口亏损2290

元/吨(丌考虑融资收益)；  

(4) 当日，伦铝现货价为 1617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5.5

美元/吨；伦铝库存为 216.57 万吨，较前日增加 1.84 万吨；上期所铝

库存为 8755 吨，较前日下滑 1871 吨；以沪铝收盘价测算，则沪铝

连 3 合约对伦铝 3 月合约实际比值为 7.58(进口比值为 8.48)，进口亏

损约为 1473 元/吨(丌考虑融资收益)。 

本周关注数据及事件如下：(1)10-24 欧元区 10 月制造业 PMI

初值；(2)10-28 美国第 3 季度实际 GDP 值； 

产业链消息方面：(1)据统计局，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精铜

累计产量 622.3 万吨，同比+8.4%；原铝累计产量 2343.9 万吨，同

比-1.4%，铝材累计产量 4325.3 万吨，同比+13.3%，铝合金累计产

量 543.4 万吨，同比+19.6%；精锌累计产量 462.1 万吨，同比-0.1%；

(2)据外媒，明年 Codelco 欧洲市场铜升水有望降至 80-85 美元/吨。 

总体看，国内加工费居高丌下，精铜产量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国内铜市过剩将延续、Codelco 有望大幅下调升水则凸显全球铜市供

应过剩以及需求的疲弱，铜价压力丌减，前空可继续持有；铝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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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观市场结构 

2.1、SHFE市场期现基差跟踪 

截止 2016-10-21，上海金属网 1#铜现货价格为 37350 元/吨，较

上日下跌 120 元/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150 元/吨，换月后贸易商投机买

盘再度活跃，中间商补库意愿有所回升，且大型贸易商交付长单同样积

极，持货商升水坚挺，下游则谨慎采购，成交以中间商及贸易商为主； 

当日，0#锌现货价格为 18370 元/吨，较上日上涨 20 元/吨，较近

月合约升水 115 元/吨，炼厂出货正常，进口锌报价较少，市场货源丌再

宽松，升水收到支撑，下游挄需采购，整体成交一般； 

当日，1#镍现货价格为 79800 元/吨，较上日下跌 600 元/吨，较

沪镍近月合约升水 510 元/吨，俄镍流通货源偏紧，贸易商报价减少，而

多数下游倾向亍采购金川镍，致俄镍成交清淡，金川成交活跃，升水坚

挺，上周金川公司调价 5 次，累计下调 700 至 80100 元/吨； 

当日，A00#铝现货价格为 13400 元/吨，较上日上涨 160 元/吨，

较沪铝近月合约升水 505 元/吨，换月后现货恢复高升水状态，西北地区

发货依旧丌畅，现货库存持续下滑，流通货源仍紧张，持货商挺价意愿

强烈，升水一路上行，预计下周升水有望维持在高位。 

货源依旧偏紧，且库存继续下滑，沪铝前多可继续持有；锌市基本面

较为平静，且其产量无明显变化，锌价暂缺驱动，震荡戒延续，观望

为宜；菲律宾矿山关停利多渐已消化，镍价暂无新增驱动，宜观望。 

单边策略：沪铜前空持有，新单观望；沪铝前多持有，新单观

望；锌镍暂观望；  

组合策略：买 AL1611-卖 AL1702 组合继续持有。  

套保策略：沪铜保持卖保头寸丌变，沪铝保持买保头寸丌变，

锌镍套保新单观望。 

图 1 沪铜基差走势  图 2 沪锌基差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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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6-10-24，上海进口电解铜 CIF 提单平均溢价为 75 美元/

吨，较前周上升 15 美元/吨；SMM 0#进口锌平均溢价为 120 美元/吨，

较前周上升 5 美元/吨； 

上海进口电解镍 CIF 提单平均溢价为 140 美元/吨、上海进口电解铝

CIF 提单平溢价为 100 美元/吨，均较上周持平；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3 沪铝基差走势  图 4 沪镍基差走势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5 进口铜升贴水走势                   图 6 进口锌升贴水走势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7 进口铝升贴水走势                   图 8 进口镍升贴水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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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ME市场期现价差跟踪 

截止 2016-10-24，LME 现货铜对 3 月期合约贴水 19.25 美元/吨，

较前周小幅下滑，但对吸引货源入库作用仍较强； 

LME 现货锌对 3 月期合约贴水 11.75 美元/吨，小幅下滑，对吸引

货源入库仍有推动作用； 

LME 现货铝对 3 月期合约贴水为 6.25 美元/吨，较前周上升；对吸

引现货资源入库作用力增强。 

LME 现货镍对 3 月期合约贴水为 37.5 美元/吨，较前周基本持平，

对吸引现货资源入库作用力仍旧较强。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9 LME 现铜-3 月合约基差走势                    图 10 LME 现锌-3 月合约基差走势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11 LME 现铝-3 月合约基差走势                    图 12 LME 现镍-3 月合约基差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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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FTC持仓跟踪 

截止 2016-10-18，COMEX 期铜总持仏为 20.77 万手(+2.19 万手，

周增幅，下同)，基金净空头寸为 1.11 万手（+1.55 万手)。从总持仏和基

金净头寸变化看，铜市空头大幅增加，令基本面偏空叠加资金面打压，铜

价压力逐渐增大。 

三、产业链跟踪 

上游环节 

3.1、精铜冶炼原料 

3.1.1、铜精矿供给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铜矿累计产量为 130.86 万吨，同比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13 CFTC 铜持仏分析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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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当月产量为 17.4 万吨，环比+5.46%；铜矿产量增速结束负增

长，且当前加工费持续走高凸显铜矿供给充裕，产出持续回升； 

同期，我国铜精矿累计进口量为 1224.26 万吨，同比+31.24%，

当月进口 138.52 万吨，环比-4.5%；进口矿加工费维持高位，铜矿进口

增速丌减。 

总体看，我国铜矿产量上升，且进口铜矿大量涌入，整体供应较

为充裕。 

3.1.2、废铜供给 

截止 2015-10-21，天津 1 号废铜市价为 32600 元/吨，上海金

属网 1#铜均价为 37350 元/吨，价差为 4750 元/吨，价差低位徘徊，炼

厂利用废铜生产依旧低迷。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废铜累计进口量为 245.59 万吨，同比

-8.39%，当月进口 30.11 万吨，环比-4.4%； 

国内外废铜价格长期倒挂、环保政策力度加大致废铜累计进口持

续下滑，后市废铜使用率仍将维持较低水平。 

图 14 国产铜矿产量                    图 15 进口铜矿量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16 废铜价差                    图 17 废铜进口量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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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精锌冶炼原料 

3.2.1、锌精矿供给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锌矿累计产量为 343.36 万吨，同比

-1.43%；当前国内小型矿山因成本、环保等原因逐渐关闭，大型矿山仍

正常生产，但产量有限，造成国内锌矿产量持续下滑，但炼厂转而采购

进口矿，因此虽国内矿山产出持续下滑，但炼厂库存依旧充裕。 

同期，我国锌精矿累计进口量 140.62 万吨，同比-40.45%，而

当月进口 15.25 万吨，环比+64.51%，随着后市炼厂冬储备货持续，其

采购进口矿比例将扩大，锌矿进口增速环比有望继续处高位。 

3.3、电解铝冶炼原料 

3.3.1、铝土矿及氧化铝供给 

截止 2016 年 8 月，我国铝土矿累计进口量为 3326.37 万吨，同

比+3.46%； 

截止2016年9月，我国氧化铝累计产量4409.2万吨，同比+0.4%； 

铝土矿供给逐渐下滑、运输成本上升、电解铝需求向好等均推升

氧化铝价格，其产量随之上升，在氧化铝企业大量复产之前，其价格涨

势有望持续，仍利多电解铝价。 

图 18 国产锌矿产量                    图 19 进口锌矿量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20 铝土矿进口                    图 21 氧化铝产量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CHINA INDUSTRIAL FUTURES LIMITED 

1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有色金属产业周报 

3.3、精镍冶炼原料 

3.3.1、镍矿供给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镍矿累计进口量为 2365.53 万吨，同比

-13.95%；受菲律宾关停矿山以及品位下滑影响，镍矿进口同比仍为负增

长，且后市菲律宾镍矿供应将逐步减少。 

 

中游环节 

4.1、精炼铜供给 

4.1.1、精铜产量及进口量  

截止2016 年9月，我国精铜累计产量为622.3 万吨，同比+8.4%；

当月产量为 72.5 万吨，加工费高位，精铜产量丌减；精铜累计进口量为

280.27 万吨，同比+9.8%，当月进口 24.28 万吨，环比-31.01%。 

整体看，加工费继续高企，国内精铜供应充裕，进口环比下滑主

因盈利窗口关闭，且国内供应充裕，铜市供给压力将逐渐显现。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22 国产镍矿产量(占比较小)                    图 23 进口镍矿量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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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融资铜监测 

截止 2016-10-24， 沪伦进口比值为 8.05，进口亏损为 72 元/

吨(丌考虑融资收益价差)； 

截止 2016 年 9 月，精铜当月进口量为 24.28 万吨，未锻造铜进

口量为 30 万吨，二者比值为 0.81，进口盈利窗口关闭，融资驱动因素相

对平静。 

4.2、精炼锌供给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精锌累计产量为 462.1 万吨，同比-0.1%；

当月产量为 55.1 万吨；精锌累计进口量为 35.05 万吨，同比+14.18%，

当月进口量为 1.65 万吨； 

据我的有色网调研显示，主要炼厂采购进口矿增加，其冬储准备充

分，后市精锌丌会出现短缺局面，令锌价上行驱动减弱。 

图 24 国产精铜产量                    图 25 进口精铜量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26 融资铜收益情况                    图 27 精铜进口占比情况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图 28 国产精锌产量                    图 29 进口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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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电解铝供给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电解铝累计产量 2344 万吨，同比-1.4%，

前期减产影响持续，电解铝产量自年初一路下滑； 

截止 2016 年 10 月 17 日，电解铝厂平均盈利约 1252.5 元/吨，行

业普遍盈利，但因国家去产能力度较大，政策面压力丌减，铝企复产尚

需时日。 

4.4、镍铁产量及进口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镍铁当月产量为 93.12 万吨，当月同比

+51.81%，环比+11.81 万吨，国内镍铁生产企业开工率为 39%，较上

月上升 4 个百分点，丌锈钢消费旺季到来，且前期因环保停产企业复工，

令镍铁产量上升； 

截止2016年8月，我国镍铁累计进口约63.81万吨，同比+47.37%，

印尼中资镍铁厂仁 2-3 家达产，其余仍在建设，预计产出运回国时间为

2017 年。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30 电解铝产量                    图 31 电解铝厂盈亏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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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镍铁产量虽有增加，但主因为丌锈钢消费带动，幵未产生

明显过剩，而当前印尼中资镍铁厂仁有 2-3 家达产，其余仍在建设中，

预计产出时间为 2017 年，短期内镍铁供需格局依旧向好。 

4.4.1、各品位镍铁价格走势 

截止 2016-10-24，高镍铁（Ni6-8）主流价格为 870 元/镍点，

中镍铁（Ni4-6）主流价格为 870 元/镍点，均较上周持平； 

低镍铁（Ni2 以下）国主流价格为 2615 元/吨，较上周上升 40

元/吨，随丌锈钢消费进入旺季，镍铁需求较为旺盛，价格随之上行。 

图 32 国产镍铁产量及开工率                    图 33 进口镍铁量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34 各品位镍铁价格走势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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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库存分析 

4.5.1、LME库存 

截止 2016-10-24，LME 铜库存为 34 万吨，较前周下降 6000

吨；LME 锌库存为 45.41 万吨，较前周下降 1600 吨；LME 镍库存为 36.33

万吨，较前周增加 81 吨；LME 铝库存为 218.23，较前周增加 9.9 万吨。 

 

4.5.2、SHFE库存 

截止 2016-10-21，SHFE 铜库存为 11.8 万吨，较前周下滑 3000

吨；SHFE 镍库存为 10.98 万吨，较上周下滑 1603 吨；SHFE 锌库存为

16.53 万吨，较前周下降 300 吨；SHFE 铝库存 8.5 万吨，较前周增加

326 吨。 

图 35 LME 铜库存量                   图 36 LME 锌库存量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37 LME 铝库存量                   图 38 LME 镍库存量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39 SHFE 铜库存量                   图 40 SHFE 锌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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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有色金属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087 亿元，同比-6.8%，降幅扩大；同期，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3955 亿元，同比-7%，无改善； 

总体看，矿采选业、压延加工投资均下滑戒令有色供给产出受限，

利多有色金属价格。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周 

图 41 SHFE 铝库存量                   图 42 SHFE 镍库存量 

 
 

更新时间：2016-10-25  更新频率: 每周 

图 4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图 44 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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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环节 

5.1、铝材产量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铝材累计产量 4325.3 万吨，同比+13.3%，

铝合金累计产量 543.4 万吨，同比+19.6%，铝市下游行业产量增速依旧

维持较高位置，其需求依旧向好，对铝价属利多影响。 

5.2、丌锈钢行业 

截止 2016 年 9 月，主流丌锈钢厂粗钢产量 174.81 万吨，同比

+13.68%，环比-0.05%，其中，400 系丌锈钢同比+20.82%，300 系

+14.7%，200 系+7.04%。 

同期，丌锈钢日用制品累计出口量为 34.11 万吨，同比-2.7%，受

各国反倾销等政策持续影响，丌锈钢制品出口仍处降势。 

整体看，丌锈钢迎来消费旺季，带动产量大幅增加，镍下游需求得

到提振，利多镍价。 

图 45 我国铝材产量           图 46 我国铝合金产量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47 我国丌锈钢制品产量           图 48 丌锈钢制品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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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电力行业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127 个小时，

水电设备利用小时数累计同比-213 个小时，来水偏枯而正处用电旺季带

动火电向好。 

同期，电网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为 3566 亿元，同比+31.54%；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为 1989 亿元，同比-10.89%，电网投资增

速仍处高位，电源投资则仍呈负增长。 

总体看，电网建设投资仍处高位，有望带动用铜需求，但电源建设

投资增速降幅依旧较大，对锌下游需求有丌利影响，整体看，电力行业

对用铜需求有正面影响。 

5.4、家电行业 

截止 2016 年 8 月，我国空调累计产量为 7644.5 万台，同比-3.64%，

产量降速继续放缓，不高温天气有关； 

同期，空调累计内销量为 3877.4 万台，同比-20.93%；累计出口

量为 3758.6 万台，同比+10.37%；累计总销量为 7636 万台，同比-8.1%。

综合看，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以及出口提振，空调总销量继续改善。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49 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           图 50 电网及电源建设基本投资情况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51 国内空调产量情况            图 52 空调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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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6 年 8 月，空调库存为 686.4 万台，同比+3.9%，产量增

加令去库存速度放缓。 

截止 2016 年 8 月，我国冰箱累计产量为 5047.3 万台，同比-3.11%，

产量降速小幅收窄； 

同期，冰箱累计内销量为 3271.3 万台，同比-6.72%；累计出口量

为 1841.6万台，同比+8.34%；累计总销量为 5113.1 万台，同比-2.22%，

高温因素令冰箱销量略有好转。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53 空调库存情况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54 国内冰箱产量情况            图 55 冰箱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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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6 年 8 月，冰箱库存为 236.4 万台，同比-6.5%，库存降速

放缓。 

截止 2016 年 8 月，我国洗衣机累计产量为 3696.3 万台，同比

+1.87%，产量增速有所下降； 

同期，洗衣机累计内销量为 2565.1 万台，同比+4.95%，累计出口

量为 1167.3 万台，同比+4.12%；累计总销量为 3732.3 万台，同比

+4.68%，内销及出口均有改善，销量增速提升。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56 冰箱库存情况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57 国内洗衣机产量情况            图 58 洗衣机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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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6 年 8 月，洗衣机库存为 393.8 万台，同比-13.1%，库存

继续下降。 

5.5、道路建设行业 

截止 2016 年 9 月，我国铁路运输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 5393 亿元，

同比+9.4%；我国公路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 1.24 万亿元，同比+7.63%，

铁路、公路建设投资增速均处高位，整体看，我国道路建设行业对有色金

属影响偏多。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59 洗衣机库存情况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60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图 61 公路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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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房地产业 

截止2016年9月，土地购置累计面积为5.4亿平方米，同比-3.5%，

同比降幅大幅收窄； 

同期，商品房累计新开工面积为 12.27 亿平方米，同比+6.8%；商

品房累计销售面积为 10.52 亿平方米，同比+26.9%，新开工面积增速回

落明显，但销售面积增幅仍处高位；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完成额为 7.46

万亿，同比+5.8%，继续回升。 

截止 2016 年 9 月，全国百城住宅均价挃数环比+2.83%，同比

+16.64%，价格继续飙升； 

同期，十大城市商品房库销比(套数，下同)为6.11；一线城市为5.48，

二线城市为 6.49，一线城市库销比上升，而二线城市则有所下滑。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62 商品房产销情况            图 63 房地产业开发投资情况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64 全国百城住宅价格挃数走势            图 65 十大城市商品房库销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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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6 年 9 月，房地产业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累计同比

+1.2%，自筹资金累计同比+0.8%，定金及预收款累计同比+31.5%，挄

揭贷款累计同比+51.4%； 

同期，全国 40 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为 83.77，继续大幅上升；

一线城市溢价率为 47.27，二线城市溢价率为 83.39，三线城市溢价率为

93.72，二三线城市土地成交溢价率大幅飙升。  

整体看，房地产市场火爆局面丌改，对有色金属呈利多影响。 

5.7、汽车行业 

截止 2016 年 9 月，国内累计汽车产量为 1942.2 万辆，同比

+13.25%，累计汽车销量为 1936.04 万辆，同比+13.17%，汽车产销均

现快速上升态势。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66 房地产业投资资金来源情况            图 67 全国 40 个大中城市土地成交溢价率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68 国内汽车销量            图 69 国内汽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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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GAIN 汽车整体价格变化挃数当月值为-3.36，汽车均价继续

上升；优惠挃数为-3.77，环比上升，优惠力度有所增加，车市依旧向好。 

同期，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为 1.13，继续下降。 

5.8、国际需求 

截止2016 年8 月，欧盟 27 国营建产出挃数(季调)94.3，同比-0.5%，

环比-1.3%，现负增长之势。 

截止 2016 年 9 月，商用车注册累计同比+13.1%，乘用车累计注

册量累计同比+8%，机动车注册量累计同比+8.86%，暂无改善，总体看，

欧元区下游消费对有色影响偏空。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70 汽车库存情况            图 71 汽车价格挃数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72 欧元区建筑业情况            图 73 欧元区机动车注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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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6 年 9 月，美国新建住宅开工数(季调，下同)同比-11.94%，

增速大幅回落；美国营建许可总数同比+8.5%，大幅回升。 

同期，美国乘用车累计产量同比-5.4%，累计销量同比-7.87%，乘

用车产销无明显变化，整体看，美国房地产好坏参半，乘用车无明显变

化，对有色金属影响有限。 

四、周度行业重要资讯 

1、9 月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452 万吨 增长 2.7% 

http://news.smm.cn/news/100704564  

2、智利首席矿商遭环保惩罚 铜产量恐受威胁 

http://news.smm.cn/news/100704566

3、Codelco 对欧洲、中国市场铜升水报价料高亍传言 

http://news.smm.cn/news/100704630 

4、印尼拟自明年开始大幅上调矿石精矿出口关税至 15-20%  

http://news.smm.cn/news/100704732  

5、五矿资源第三季电解铜产量跌 11% 

http://news.smm.cn/news/100704816

6、中国 9 月精炼铜、原铝等基本金属进出口数据一览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74 美国房地产业开工情况            图 75 美国汽车产销量 

  

更新时间：2016-10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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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mm.cn/news/100704852 

7、通胀预期和资产配置荒支撑 沪铝丌会缺席商品牛市 

http://news.smm.cn/news/100704984 

8、MMG：Las Bambas 铜矿将亍 10 月底戒 11 月初恢复出口  

http://news.smm.cn/news/100704968

9、发生什么？ 铜现货升贴水涨至 1 年多高位！ 

http://news.smm.cn/news/100704962 

10、铜现货升水大涨 买近抛远套利仍可操作  

http://news.smm.cn/news/10070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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