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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点 

 国际宏观方面：1.美联储加息 25 个基点，符合预期；维持 2017 年 GDP 增速

预期 2.1%不变，上调核心通胀率预期 0.1%至 1.9%；2.欧元区 2 月 CPI 终值

同比+2%，符合预期。 

 国内宏观方面：1.我国 1-2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8.9%，预期+8.3%；民

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6.7%，前值+3.2%；2.我国 1-2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6.3%，预期+6.2%。总体看，宏观面因素对有色金属影响偏多。 

 供需面看，Escondida 铜矿罢工仍然悬而未决，而自由港亦降低对 Grasberg

铜矿的产量目标；锌矿短缺逐渐传导至冶炼端，冶炼厂减产令锌市供应收紧，

加之下游消费复苏，锌锭库存继续大幅下降；菲律宾镍矿生产商计划重启镍矿，

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存疑；铝锭社会库存继续上升，但增速较之前放缓，且环保

限产提供支撑。 

 结合技术面，铜锌下方关键位支撑依然良好，铝镍上方阻力明显，下方支撑亦

较强。 

 投机策略：沪锌 ZN1705 以 23000 止损；沪铜前多持有，新单观望；铝镍新

单观望。 

 套保策略：沪锌适当增加买保头寸，沪铜保持买保头寸不变，铝镍套保新单观

望。 

操作策略跟踪 

 

 

 

类型 合约 方向 
入场 

价格 

首次 

推荐日 
评级 

目标 

价格 

止损 

价格 
收益(%) 

单边 CU1705 多 40180 2016-11-08 3 星 49000 46500 18.72 

单边 ZN1705 多 19385 2016-11-01 3 星 23500 21000 21.77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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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锌持多头思路，铝镍暂观望 

 

 

 

 

 

 

周一日内铜锌高位震荡，夜盘则遇阻下挫，但两者下方关键位

支撑依然良好；铝镍震荡，两者上方阻力明显，下方支撑亦较强。 

上周宏观面主要消息如下： 

美国： 

1.美联储加息 25 个基点，符合预期；维持 2017 年 GDP 增速

预期 2.1%不变，上调核心通胀率预期 0.1%至 1.9%。 

欧元区： 

1.欧元区 2 月 CPI 终值同比+2%，符合预期。 

其他地区： 

1.我国 1-2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8.9%，预期+8.3%；民

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6.7%，前值+3.2%；2.我国 1-2 月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6.3%，预期+6.2%。 

总体看，宏观面因素对有色金属影响偏多。 

现货方面： 

(1)截止 2017-3-20，上海金属 1#铜现货价格为 47750 元/吨，

较上日上涨 140 元/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70 元/吨，沪铜震荡，少量

投机商买现抛期，吸收低价货源，后沪铜回落，市场保值货源流出，

持货商欲收窄现货贴水，但实际整体成交较为有限，令现铜贴水幅度

收窄有限，供需略显僵持； 

(2)当日，0#锌现货价格为 23550 元/吨，较上日上涨 230 元/

吨，较近月合约贴水 215 元/吨，冶炼厂正常出货，贸易市场交投较

为清淡，下游日内仅维持刚需采购，整体成交与上周五持平，未有好

转； 

(3)当日，1#镍现货价格为 85050 元/吨，较上日下跌 50 元/吨，

较近月合约升水 360 元/吨，贸易商出货积极性一般，下游多为询价，

实际拿货较少，当日金川下调镍价 200 元至 85300 元/吨； 

(4)当日，A00#铝现货价格为 13530 元/吨，较上日下跌 60 元/

吨，较近月合约贴水 150 元/吨，沪铝下行，持货商出货力度未见明

显提升，且下游加工企业按需采购为主，主动备货意愿不足，现货贴

水稳定，供需双方价格拉锯，交投相对平淡。 

相关数据方面： 

(1)截止 3 月 20 日，伦铜现货价为 5889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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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水 18.5 美元/吨；伦铜库存为 33.3 万吨，较前日减少 4625 吨；上

期所铜库存 17.66 万吨，较上日减少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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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进口比值为 8.19），

进口亏损 48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2)当日，伦锌现货价为 2847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18 美

元/吨；伦锌库存为 37.57 万吨，较前日减少 800 吨；上期所锌库存

7.98 万吨，较上日减少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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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进口比值为 8.55），进口亏损 782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3)当日，伦镍现货价为 10200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57.5

美元/吨；伦镍库存为 38.28 万吨，较前日减少 1434 吨；上期所镍库

存 8.万吨，较上日减少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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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进口比值为 8.3），进口盈利 1313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4)当日，伦铝现货价为 1901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12.5

美元/吨；伦铝库存为 198.59 万吨，较前日减少 1.01 万吨；上期所铝

库存 26.15 万吨，较上日增加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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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进口比值为 8.61），进口

亏损 2503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本周重点关注数据及事件如下：(1)3-23 欧元区 3 月消费者信

心指数初值；(2)3-24 欧元区 3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3)3-24 

美国 2 月耐用品订单初值。 

产业链消息方面： 

(1)智利 Escondida 铜矿上周五表示，运营方同意与工会协商并

修改劳动合同，但稍晚受到工会抨击；(2)自由港、印尼争端升级，自

由港降低对 Grasberg 铜矿的产量目标，搁置投资计划，并开始裁员；

(3)据 MyMetal，截止 3 月 20 日，全国锌锭总库存 27.28 万吨，环比

-0.95 万吨；(4)菲律宾镍矿生产商计划重启两座因违反环境条例而被

迫暂停镍矿山运营；(5)据 SMM，截止 3 月 20 日，国内电解铝五地

库存合计 115.5 万吨，环比+1.2 万吨。 

总体看，Escondida 铜矿罢工仍然悬而未决，而自由港亦降低

对 Grasberg 铜矿的产量目标，沪铜获支撑，前多继续持有；锌矿短

缺逐渐传导至冶炼端，冶炼厂减产令锌市供应收紧，加之下游消费复

苏，锌锭库存继续大幅下降，沪锌新多入场；菲律宾镍矿生产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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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观市场结构 

2.1、SHFE 市场期现基差跟踪 

(1)截止 2017-3-20，上海金属 1#铜现货价格为 47750 元/吨，较

上日上涨 140 元/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70 元/吨，沪铜震荡，少量投机商

买现抛期，吸收低价货源，后沪铜回落，市场保值货源流出，持货商欲

收窄现货贴水，但实际整体成交较为有限，令现铜贴水幅度收窄有限，

供需略显僵持； 

(2)当日，0#锌现货价格为 23550 元/吨，较上日上涨 230 元/吨，

较近月合约贴水 215 元/吨，冶炼厂正常出货，贸易市场交投较为清淡，

下游日内仅维持刚需采购，整体成交与上周五持平，未有好转； 

(3)当日，1#镍现货价格为 85050 元/吨，较上日下跌 50 元/吨，

较近月合约升水 360 元/吨，贸易商出货积极性一般，下游多为询价，实

际拿货较少，当日金川下调镍价 200 元至 85300 元/吨； 

(4)当日，A00#铝现货价格为 13530 元/吨，较上日下跌 60 元/吨，

较近月合约贴水 150 元/吨，沪铝下行，持货商出货力度未见明显提升，

且下游加工企业按需采购为主，主动备货意愿不足，现货贴水稳定，供

需双方价格拉锯，交投相对平淡。 

重启镍矿，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存疑，沪镍新单暂观望；铝锭社会库存

继续上升，但增速较之前放缓，且环保限产提供支撑，沪铝新单暂观

望。 

单边策略：沪锌 ZN1705 以 23000 止损；沪铜前多持有，新单

观望；铝镍新单观望。 

套保策略：沪锌适当增加买保头寸，沪铜保持买保头寸不变，

铝镍套保新单观望。 

图 1 沪铜基差走势  图 2 沪锌基差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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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3-20，上海进口电解铜 CIF 提单平均溢价为 65 美元/吨、

上海进口电解镍 CIF 提单平均溢价为 165 美元/吨、上海进口电解铝 CIF

提单平溢价为 107.5 美元/吨，均较上周持平；上海进口电解锌 CIF 提单

平均溢价为 120 美元/吨，较上周下降 10 美元/吨。 

2.2、LME 市场期现价差跟踪 

截止 2017-3-20，LME 现货铜对 3 月期合约贴水 25 美元/吨，贴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3 沪镍基差走势  图 4 沪铝基差走势 

  

更新时间：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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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7 进口镍升贴水走势                   图 8 进口铝升贴水走势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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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扩大，对吸引货源入库作用增强； 

LME 现货锌对 3 月期合约贴水 20.25 美元/吨，贴水扩大，对吸引

货源入库推动作用增强； 

LME 现货镍对 3 月期合约贴水为 60.75 美元/吨，贴水扩大，对吸

引现货资源入库作用增强。 

LME 现货铝对 3 月期合约贴水为 12.25 美元/吨，贴水缩小，对吸

引现货资源入库推动作用减弱。 

2.3、CFTC 持仓跟踪 

截止 2017-3-14，COMEX 期铜总持仓为 26.01 万手(-0.73 万手，

周增幅，下同)，基金净多头寸为 2.24 万手（-0.73 万手)。从总持仓和基

金净头寸变化看，多头总持仓减少，铜市氛围偏空。 

图 13 CFTC 铜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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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11 LME 现镍-3 月合约基差走势                    图 12 LME 现铝-3 月合约基差走势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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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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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我国铜矿累计产量为 185.07 万吨，同比

+10.93%；当月产量为 18.03 万吨，环比+2.25%；铜矿产量同比继续上

行； 

截止 2017 年 1 月，我国铜精矿累计进口量为 124.83 万吨，同

比+6.9%，当月进口 124.83 万吨，环比-25.04%； 

总体看，我国铜矿产量上升，进口铜矿增速大幅下滑，加工费的

逐步回落令矿山压力减轻，铜矿产量或延续升势，而加工费维持低位，

国外大型铜矿山罢工继续扰动，后市进口铜矿增速将继续下滑。 

图 14 国产铜矿产量                    图 15 进口铜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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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废铜供给 

截止 2017-3-20，天津 1 号废铜市价为 41700 元/吨，上海金属

网 1#铜均价为 47750 元/吨，价差为 6050 元/吨，精铜价格大幅上升，

废铜价格涨幅较小，后市炼厂利用废铜生产比例有望增加。 

截止 2017 年 1 月，我国废铜累计进口量为 27.59 万吨，同比

+1.1%，当月进口 27.59 万吨，环比-16.02%； 

随着精铜价格的持续大涨，后市加工厂利用废铜生产比例将上升，

废铜需求有望逐渐好转。 

3.2、精锌冶炼原料 

3.2.1、锌精矿供给 

截止 2016 年 12 月，我国锌矿累计产量为 463.05 万吨，同比

+1.14%； 

截止 2017 年 1 月，我国锌精矿累计进口量 23.31 万吨，同比

-8.32%，而当月进口 23.31 万吨，环比+16.41%； 

总体看，国产锌精矿加工费持续刷新历史新低，致锌矿进口延续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16 废铜价差                    图 17 废铜进口量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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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势，我国锌矿供应偏紧格局难改。 

3.3、电解铝冶炼原料 

3.3.1、铝土矿及氧化铝供给 

截止 2017 年 1 月，我国铝土矿累计进口量为 459.5 万吨，同比

-13.35%；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氧化铝累计产量 1174.54 万吨，同比

+22.9%； 

虽然氧化铝处于下跌形态中，但是氧化铝盈利局面不改，氧化铝

产量呈现增长的趋势。 

3.4、精镍冶炼原料 

3.4.1、镍矿供给 

截止 2017 年 1 月，我国镍矿累计进口量为 108.58 万吨，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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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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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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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镍矿进口同比增速由负转正，但后期镍矿供应不确定性仍然较

大。 

 

中游环节 

4.1、精炼铜供给 

4.1.1、精铜产量及进口量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精铜累计产量为 137.1 万吨，同比+6.7%；

当月产量为 75.56 万吨； 

截止 2017 年 1 月，我国精铜累计进口量为 27.82 万吨，同比

-14.09%，当月进口 27.82 万吨，环比-22.68%。 

整体看，当前国内精铜供应充裕致精铜进口下滑，但后市国内产

量将随加工费的下滑而减少，铜市供给压力有望减轻。 

4.1.2、融资铜监测 

截止 2017-3-20， 沪伦进口比值为 8.19，进口亏损 48 元/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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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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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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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融资收益价差)； 

截止 2017 年 1 月，精铜当月进口量为 27.82 万吨，未锻造铜进

口量为 38 万吨，二者比值为 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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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我国精锌累计产量为 627.35 万吨，同比

+1.96%；当月产量为 53.48 万吨； 

截止 2017 年 1 月，精锌累计进口量为 1.73 万吨，同比-70.76%，

当月进口量为 1.73 万吨； 

精矿加工费继续下滑，且国内外矿供应偏紧格局延续，后市我国精

锌供应将继续减少。 

4.3、电解铝供给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电解铝累计产量 549 万吨，同比+15.6%，

电解铝产量出现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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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图 28 国产精锌产量                    图 29 进口精锌量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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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 3 月 20 日，电解铝厂平均盈利 360 元/吨，电解铝价

格有所回升，铝厂利润继续转好。 

4.4、镍铁产量及进口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镍铁当月产量为 86.54 万吨，当月同比

+104.1%，环比+9.12 万吨； 

同期，国内镍铁生产企业开工率为 32%，低于上月，不锈钢消费季

节性转淡； 

截止2017年 1月，我国镍铁累计进口约12.16 万吨，同比+99.73%，

印尼中资镍铁厂仅 2-3 家达产，其余仍在建设，预计产出运回国时间为

2017 年。 

整体看，不锈钢消费季节性转淡令镍铁产量出现下滑，而当前印尼

中资镍铁厂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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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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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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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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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各品位镍铁价格走势 

截止 2017-3-20，高镍铁（Ni6-8）主流价格为 945 元/镍点，

中镍铁（Ni4-6）主流价格为 945 元/镍点，低镍铁（Ni2 以下）国主流

价格为 3075 元/吨，均较上周持平。 

图 34 各品位镍铁价格走势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 

4.5、库存分析 

4.5.1、LME 库存 

截止 2017-3-20，LME 铜库存为 33.3 万吨，较前周增加 1775

吨；LME 锌库存为 37.57 万吨，较前周减少 7575 吨；LME 镍库存为 38.28

万吨，较前周下降 1086 吨；LME 铝库存为 198.59 万吨，较前周下滑

6.85 万吨。 

图 35 LME 铜库存量                   图 36 LME 锌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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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SHFE 库存 

截止 2017-3-17，SHFE 铜库存为 32.53 万吨，较上周减少 1454

吨；SHFE 锌库存为 18.63 万吨，较前周下降 8490 吨；SHFE 镍库存为

8.89 万吨，较上周下滑 1347 吨； SHFE 铝库存 31.63 万吨，较前周增

加 4.75 万吨。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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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日 

图 39 SHFE 铜库存量                   图 40 SHFE 锌库存量 

  

更新时间：2017-03-21  更新频率: 每周 

图 41 SHFE 镍库存量                   图 42 SHFE 铝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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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有色金属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54.77 亿元，同比-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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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5 亿元，同比-6.1%，降幅扩大； 

总体看，矿采选业、压延加工投资均下滑或令有色供给产出受限，

利多有色金属价格。 

下游环节 

5.1、铝材产量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铝材累计产量 848.87 万吨，同比+3.3%，

铝合金累计产量 121.8 万吨，同比+14.9%，铝市下游行业产量增速有所

回落，其需求对铝价支撑减弱。 

更新时间：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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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45 我国铝材产量           图 46 我国铝合金产量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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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不锈钢行业 

截止 2017 年 2 月，主流不锈钢厂粗钢产量 177 万吨，同比+56.64%，

环比-1.67%，其中，400 系不锈钢同比-6.45%，300 系+46.55%，200

系+162.5%。 

截止 2017 年 1 月，不锈钢日用制品累计出口量为 4.59 万吨，同比

+21.4%，不锈钢制品出口同比由负转正，呈复苏态势。 

整体看，下游不锈钢刚需逐渐复苏，且贸易商和下游补库需求释放，

后市镍下游消费依然向好，镍价获支撑。 

5.3、电力行业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水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49 个小时，火

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21 个小时。 

同期，电网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为 447 亿元，同比-0.38%；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为 233 亿元，同比-2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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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锌下游需求有不利影响，整体看，电力行业

对用铜需求有正面影响。 

图 47 我国不锈钢制品产量           图 48 不锈钢制品出口量 

  

更新时间：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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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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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家电行业 

截止2017年1月，我国空调累计产量为999.6万台，同比+17.1%，

产量增速同比继续增长； 

同期，空调累计内销量为 456 万台，同比+61.5%；累计出口量为

536 万台，同比-5.5%；累计总销量为 991.9 万台，同比+16.8%。综合

看，空调产销均持续向好，渠道补库存为主要提振。 

截止 2017 年 1 月，空调库存为 983.3 万台，同比+7.7%，环比+216.4

万台，渠道补库存因素影响明显。 

图 53 空调库存情况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51 国内空调产量情况            图 52 空调销售情况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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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截止 2017 年 1 月，我国冰箱累计产量为 573.6 万台，同比-2.9%，

产量增速由正转负； 

同期，冰箱累计内销量为 336.8 万台，同比-8.3%；累计出口量为

206.7 万台，同比+21.2%；累计总销量为 543.4 万台，同比+1%，冰箱

产销继续激升。 

截止 2017 年 1 月，冰箱库存为 347.7 万台，同比+5.9%，环比+30.3

万台，冰箱库存有所累积。 

图 56 冰箱库存情况 

图 54 国内冰箱产量情况            图 55 冰箱销售情况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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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截止 2017 年 1 月，我国洗衣机累计产量为 566.9 万台，同比+5.7%，

产量增速有所上升； 

同期，洗衣机累计内销量为 385.9 万台，同比+3.4%，累计出口量

为 168.6 万台，同比+19.1%；累计总销量为 554.6 万台，同比+7.8%，

内销及出口增速持续上升。 

截止 2017 年 1 月，洗衣机库存为 355.5 万台，同比-18.5%，环比

+5 万台，库存有所上升。 

图 59 洗衣机库存情况 

图 57 国内洗衣机产量情况            图 58 洗衣机销售情况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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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5.5、道路建设行业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铁路运输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 447 亿元，

同比+12.1%； 

同期，我国公路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 0.16 万亿元，同比+35.96%，

整体看，铁路建设投资、公路建设投资均呈现增长趋势，对有色金属影响

偏多。 

5.6、房地产业 

截止 2016 年 12 月，土地购置累计面积为 8572.01 万平方米，同

比+0.1%，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截止 2017 年 2 月，商品房累计新开工面积为 1.72 亿平方米，同比

图 60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图 61 公路固定资产投资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CHINA INDUSTRIAL FUTURES LIMITED 

27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有色金属产业周报 

+10.4%；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为 1.41 亿平方米，同比+25.1%，新开工

面积增幅、销售面积增幅明显；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完成额为 0.99 万亿

元，同比+8.9%，同比增速回升。 

截止 2017 年 1 月，全国百城住宅均价指数环比+0.54%，同比

+18.86%，价格继续飙升； 

截止 2017 年 2 月，十大城市商品房库销比(套数，下同)为 8.96；一

线城市为 6.88，二线城市为 10.37，一、二线城市库销比均有所上升。 

截止 2017 年 2 月，房地产业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累计同比

+11.5%，自筹资金累计同比-17.2%，定金及预收款累计同比+27.1%，

按揭贷款累计同比+20.4%； 

同期，全国 40 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为 33.78%，有所回升；

一线城市溢价率为 4%，二线城市溢价率为 41.54%，三线城市溢价率为

32.25%，一线城市土地成交溢价率有所回落，二、三线城市土地成交溢

价率则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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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64 全国百城住宅价格指数走势            图 65 十大城市商品房库销比情况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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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房地产市场逐渐得到控制，对有色金属无明显影响。 

5.7、汽车行业 

截止 2017 年 2 月，国内累计汽车产量为 452.9 万辆，同比+11.07%，

累计汽车销量为 445.91 万辆，同比+8.84%，汽车产量、销量同比增长

明显。 

截止 2017 年 2 月，GAIN 汽车整体价格变化指数当月值为+4.29，

汽车均价明显回升；优惠指数为 1.31，环比减少，优惠力度有所增加，

车市整体依旧向好。 

截止 2017 年 1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为 1.6，受春节影响，经销

商库存量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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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68 国内汽车产量            图 69 国内汽车销量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70 汽车库存情况            图 71 汽车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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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国际需求 

截止 2017 年 1 月，欧盟 27 国营建产出指数(季调)95.7，同比-3.3%，

环比-1.5%，呈负增长。 

截止 2017 年 1 月，商用车注册累计同比+8.2%，乘用车累计注册

量累计同比+10.2%，机动车注册量累计同比+9.98%，有所改善，总体

看，欧元区下游消费对有色影响偏多。 

截止 2017 年 2 月，美国新建住宅开工数(季调，下同)同比+6.18%、

美国营建许可总数同比+4.39%，增速有所回落。 

同期，美国乘用车累计产量同比-11.2%，累计销量同比-13.42%，

乘用车产销降幅扩大，整体看，美国房地产建设活动略增，但乘用车产

销恶化，整体对有色金属影响偏空。 

 
 

更新时间：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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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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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CHINA INDUSTRIAL FUTURES LIMITED 

3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有色金属产业周报 

四、周度行业重要资讯 

1、Escondida 铜矿资方已接受工会的谈判提议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313  

2、智利 Escondida 铜矿工会抨击运营方新提议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395 

3、聊城今年采暖季电解铝厂限产 30%以上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351 

4、SMM：矿企巨头减产忙 锌矿价格节节高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457  

5、自由港、印尼争端升级 印尼矿业前景堪忧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489 

6、SMM：国内锌炼厂减产利多初现 锌价上行态势不改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490 

7、菲律宾镍矿企图谋恢复运营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492 

8、不惧非议！嘉能可直言减产就是为了推高锌价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493 

9、INSG：1 月全球镍市小幅供应短缺 1,100 吨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510 

10、上期所修订铜铝铅等期货合约及交割细则 

https://news.smm.cn/news/100728551 

  

更新时间：2017-03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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