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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点 

 国际宏观方面：1.美国 3 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为 9.8 万，创近 10 月来新低，

预期+18 万；失业率为 4.5%，预期为 4.7%；2.美联储主席耶伦称，其经济相

当健康、增速温和，货币政策持中性立场；3.美国 3 月就业市场状况指数(LM

CI)为 0.4，预期为 1；4.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称，其经济前景正持续改善。综

合看，宏观面因素对有色金属影响呈中性。 

 供需面看，供应释放仍较缓慢，且需求初现复苏迹象，锌锭库存有望维持下降

趋势；菲律宾三描礼士镍矿发运受阻，加剧镍矿供应紧张程度；国内新增及复

产产能叠加释放，铝锭库存继续增加，供应压力明显提升。 

 结合技术面，沪锌下方支撑减弱；铜铝镍下方关键位支撑效用良好。 

 投机策略：铜锌镍前多持有，新单观望；沪铝新单观望。 

 套保策略：铜锌镍保持买保头寸不变，沪铝套保新单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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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 

单边 ZN1705 多 19385 2016-11-01 3 星 24000 21850 15.01 

单边 NI1709 多 81690 2017-03-30 3 星 90000 84000 1.8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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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氛围谨慎，新单观望为主 

 

 

 

 

 

 

周一有色金属集体走弱，沪锌运行重心明显下移，且下方支撑

减弱；铜铝镍均有下行，但下方关键位支撑效用良好。 

国际宏观方面：1.美国 3 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为 9.8 万，创近

10 月来新低，预期+18 万；失业率为 4.5%，预期为 4.7%；2.美联储

主席耶伦称，其经济相当健康、增速温和，货币政策持中性立场；3.

美国 3 月就业市场状况指数(LMCI)为 0.4，预期为 1；4.欧洲央行行长

德拉吉称，其经济前景正持续改善。 

综合看，宏观面因素对有色金属影响呈中性。现货方面： 

(1)截止 2017-4-10，上海金属 1#铜现货价格为 47020 元/吨，

较上日下跌 500 元/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130 元/吨，沪铜回落，持货

商坚挺报价，现铜升水，无奈市场响应者缺乏，推升力度有限，中间

商操作积极性略有下降，下游仍以按需接货为主，成交一般； 

(2)当日，0#锌现货价格为 22090 元/吨，较上日下跌 580 元/

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25 元/吨，锌价震荡，冶炼厂减少出货，挺价惜

售，贸易商间交投情况与上周五无明显变化，下游上周五已补部分库

存，日内拿货积极性下降，市场整体成交不及上周五； 

(3)当日，1#镍现货价格为 84000 元/吨，较上日上涨 300 元/

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1500 元/吨，上周五晚间镍价修复跌幅后，市场

询价多，成交少，下游采购更不积极，当日金川下调镍价 300 元至

84200 元/吨； 

(4)当日，A00#铝现货价格为 13830 元/吨，与上日持平，较近

月合约贴水 150 元/吨，沪铝下行，早间成交尚可，持货商出货积极

性低，下游观望情绪较浓，市场整体成交不佳。 

相关数据方面： 

(1)截止 4 月 10 日，伦铜现货价为 5770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

贴水 35.25 美元/吨；伦铜库存为 26.66 万吨，较前日增加 1250 吨；

上期所铜库存 14.64 万吨，较上日减少 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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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进口比值为 8.18），

进口亏损 134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2)当日，伦锌现货价为 2665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27 美

元/吨；伦锌库存为 36.66 万吨，较前日减少 800 吨；上期所锌库存

8.45 万吨，较上日减少 781 吨；以沪锌收盘价测算，则沪锌连 3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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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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10，上海金属 1#铜现货价格为 47020 元/吨，较

上日下跌 500 元/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130 元/吨，沪铜回落，持货商坚

挺报价，现铜升水，无奈市场响应者缺乏，推升力度有限，中间商操作

积极性略有下降，下游仍以按需接货为主，成交一般； 

(2)当日，0#锌现货价格为 22090 元/吨，较上日下跌 580 元/吨，

对伦锌 3 月合约实际比值为 8.26（进口比值为 8.55），进口亏损 609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3)当日，伦镍现货价为 9950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57 美

元/吨；伦镍库存为 37.45 万吨，较前日减少 1170 吨；上期所镍库存

7.36 万吨，较上日减少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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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进口比值为8.31），进口盈利1577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4)当日，伦铝现货价为 1930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15 美

元/吨；伦铝库存为 180.28 万吨，较前日减少 15500 吨；上期所铝库

存 28.4 万吨，较上日增加 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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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进口比值为 8.6），进口亏损

2597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当日重点关注数据及事件如下：(1)17:00 欧元区 4 月 ZEW 经

济景气指数。 

产业链消息方面： 

(1)菲律宾三描礼士本格特镍矿装运被叫停；(2)据 SMM，截止

4 月 10 日，国内电解铝五地库存合计 121.5 万吨，环比+2.6 万吨。 

综合看，有色氛围较为谨慎，且供给面暂缺新增驱动，沪铜观

望为主；沪锌弱势依旧，但其供应释放仍较缓慢，且需求初现复苏迹

象，锌锭库存有望维持下降趋势，沪锌续跌空间有限，前多轻仓持有；

菲律宾三描礼士镍矿发运受阻，加剧镍矿供应紧张程度，沪镍获支撑，

前多继续持有；国内新增及复产产能叠加释放，铝锭库存继续增加，

供应压力明显提升，但供给侧改革预期强烈，沪铝下方支撑亦较强，

新单暂观望。 

单边策略：铜锌镍前多持有，新单观望；沪铝新单观望。 

套保策略：铜锌镍保持买保头寸不变，沪铝套保新单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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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近月合约升水 25 元/吨，锌价震荡，冶炼厂减少出货，挺价惜售，贸

易商间交投情况与上周五无明显变化，下游上周五已补部分库存，日内

拿货积极性下降，市场整体成交不及上周五； 

(3)当日，1#镍现货价格为 84000 元/吨，较上日上涨 300 元/吨，

较近月合约升水 1500 元/吨，上周五晚间镍价修复跌幅后，市场询价多，

成交少，下游采购更不积极，当日金川下调镍价 300 元至 84200 元/吨； 

(4)当日，A00#铝现货价格为 13830 元/吨，与上日持平，较近月

合约贴水 150 元/吨，沪铝下行，早间成交尚可，持货商出货积极性低，

下游观望情绪较浓，市场整体成交不佳。 

截止 2017-4-10，上海进口电解铜 CIF 提单平均溢价为 55 美元/吨，

上海进口电解锌 CIF 提单平均溢价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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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沪铜基差走势  图 2 沪锌基差走势 

  

更新时间：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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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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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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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ME 市场期现价差跟踪 

截止 2017-4-10，LME 现货铜对 3 月期合约贴水 32.75 美元/吨，

贴水扩大，对吸引货源入库作用增强； 

LME 现货锌对 3 月期合约贴水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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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美元/吨，贴水缩小，对吸引

现货资源入库作用减弱。 

LME 现货铝对 3 月期合约贴水为 15 美元/吨，贴水扩大，对吸引

现货资源入库推动作用增强。 

  

更新时间：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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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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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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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FTC 持仓跟踪 

截止 2017-4-4，COMEX 期铜总持仓为 27.79 万手(+0.46 万手，周

增幅，下同)，基金净多头寸为 2.69 万手（-0.3 万手)。从总持仓和基金净

头寸变化看，基金多头总持仓减少，铜市氛围偏空。 

图 13 CFTC 铜持仓分析 

 

  

更新时间：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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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更新频率: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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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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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我国铜精矿累计进口量为 268.21 万吨，同

比+2.7%，当月进口 143.39 万吨，环比+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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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废铜供给 

截止 2017-4-10，天津 1 号废铜市价为 41500 元/吨，上海金属

网 1#铜均价为 47020 元/吨，价差为 5520 元/吨。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废铜累计进口量为 54.89 万吨，同比

+24%，当月进口 27.3 万吨，环比-1.08%； 

西安奥凯事件后，废铜替代作用减弱，后市炼厂利用废铜生产比

例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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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16 废铜价差                    图 17 废铜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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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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我国锌精矿累计进口量 41.49 万吨，同比

-9.06%，而当月进口 18.18 万吨，环比-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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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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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我国铝土矿累计进口量为 885.29 万吨，同

比+3.85%； 

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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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11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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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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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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我国镍矿累计进口量为 217.62 万吨，同比

+30.24%；镍矿进口大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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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我国精铜累计进口量为 51.21 万吨，同比-21.51%，当月

进口 23.39 万吨，环比-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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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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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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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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10， 沪伦进口比值为 8.18，进口亏损 134 元/吨(不

考虑融资收益价差)； 

截止 2017 年 2 月，精铜当月进口量为 23.39 万吨，未锻造铜进

口量为 34 万吨，二者比值为 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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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我国精锌累计产量为 98.2 万吨，同比+4.4%； 

截止 2017 年 2 月，精锌累计进口量为 3.23 万吨，同比-68.89%，

当月进口量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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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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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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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11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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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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4 月 10 日，电解铝厂平均盈利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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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我国镍铁当月产量为 87.69 万吨，当月同比

+26.41%，环比+1.15 万吨； 

同期，国内镍铁生产企业开工率为 33%，不锈钢消费较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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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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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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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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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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各品位镍铁价格走势 

截止 2017-4-10，高镍铁（Ni6-8）主流价格为 935 元/镍点，

中镍铁（Ni4-6）主流价格为 935 元/镍点，均较上周持平，低镍铁（Ni2

以下）国主流价格为 3275 元/吨，较上周上涨 62 元/吨。 

图 34 各品位镍铁价格走势 

 

更新时间：2017-04-11 更新频率: 每日 

4.5、库存分析 

4.5.1、LME 库存 

截止 2017-4-10，LME 铜库存为 26.66 万吨，较前周减少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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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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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LME 锌库存为 36.66 万吨，较前周下降 4350 吨；LME 镍库存为

37.45 万吨，较前周下滑 1944 吨；LME 铝库存为 180.28 万吨，较前周

减少 7.45 万吨。 

 

4.5.2、SHFE 库存 

截止 2017-4-7，SHFE 铜库存为 31.48 万吨，较上周增加 7434

吨；SHFE 锌库存为 18.22 万吨，较前周下降 842 吨；SHFE 镍库存为

8.42 万吨，较上周上升 708 吨； SHFE 铝库存 34 万吨，较前周增加 763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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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11  更新频率: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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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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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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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11  更新频率: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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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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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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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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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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不锈钢日用制品累计出口量为 6.36 万吨，同比+10.3%，不

锈钢制品出口同比略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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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5 我国铝材产量           图 46 我国铝合金产量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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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家电行业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空调累计产量为 2031.1 万台，同比+37.8%，

产量增速同比继续增长； 

同期，空调累计内销量为 960.5 万台，同比+86%；累计出口量为

1057.7 万台，同比+13.6%；累计总销量为 2018.1 万台，同比+39.4%。

综合看，空调产销均持续向好，渠道补库存为主要提振。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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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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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空调库存为 988.6 万台，同比+62.4%，环比+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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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冰箱累计产量为 1080.5 万台，同比+8.1%，

产量增速由负转正； 

同期，冰箱累计内销量为 640.7 万台，同比-3%；累计出口量为 389.4

万台，同比+20.7%；累计总销量为 1030 万台，同比+4.8%，冰箱产销

继续激升。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54 国内冰箱产量情况            图 55 冰箱销售情况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CHINA INDUSTRIAL FUTURES LIMITED 

2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有色金属产业周报 

截止 2017 年 2 月，冰箱库存为 368 万台，同比+26.1%，环比+20.3

万台，冰箱库存有所累积。 

图 56 冰箱库存情况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截止 2017 年 2 月，我国洗衣机累计产量为 960.6 万台，同比+7.6%，

产量增速有所上升； 

同期，洗衣机累计内销量为 687 万台，同比+5.1%，累计出口量为

299.4 万台，同比+15.8%；累计总销量为 986.5 万台，同比+8.2%，内

销及出口增速持续上升。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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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洗衣机库存为 322.1 万台，同比-18.6%，环比

-33.4 万台，库存下降明显。 

图 59 洗衣机库存情况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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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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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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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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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十大城市商品房库销比(套数，下同)为 8.55；一

线城市为 6.81，二线城市为 9.63，一、二线城市库销比均有所下降。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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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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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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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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3 月，全国 40 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为 44.81%，

有所回升；一线城市溢价率为 46.65%，二线城市溢价率为 32.89%，三

线城市溢价率为 62.4%，一、二、三线城市土地成交溢价率均有所回升。 

整体看，房地产市场持续向好，对有色金属影响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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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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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68 国内汽车产量            图 69 国内汽车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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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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为 2.25，受春节影响，经销商库存量有

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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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商用车注册累计同比+5.6%，乘用车累计注册

量累计同比+6.2%，机动车注册量累计同比+6.11%，有所回落，总体看，

欧元区下游消费对有色影响偏空。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70 汽车库存情况            图 71 汽车价格指数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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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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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增速有所回落。 

同期，美国乘用车累计产量同比-15.5%，累计销量同比-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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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度行业重要资讯 

1、自由港预计印尼恢复出口“为期不远” 

https://news.smm.cn/news/100730884  

2、驱动锌价上涨的因素能否持久？ 

https://news.smm.cn/news/100730899 

3、冶炼商：随着停产矿山恢复生产 铜精矿现货 TC 将改善 

https://news.smm.cn/news/100730943 

4、菲律宾 COMP 反对 DENRP2 百万比索矿石处理基金计划 

https://news.smm.cn/news/100730944  

5、拨云见日！自由港公司等待印尼暂时性出口许可的最终细节 

https://news.smm.cn/news/100730956 

6、澳洲 South32 公司削减铅和锌产量预估，因 Aus 矿发生火灾 

  

更新时间：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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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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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smm.cn/news/100730964 

7、铜精矿市场回顾：海外矿山又起波澜 铜精矿市场成交冷清 

https://news.smm.cn/news/100731098 

8、SMM：传统消费旺季支撑 铜价能否迎来“第二春” 

https://news.smm.cn/news/100731324 

9、贸易战争第一枪！特朗普政府正着手钢铝家电倾销调查 

https://news.smm.cn/news/100731346 

10、南方铜业：虽遭遇罢工但铜产出影响较小 

https://news.smm.cn/news/10073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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