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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铝持多头思路，沪镍前空持有 

有色金属产业周报                               2017-04-25 

内容要点 

 国际宏观方面：1.据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报告，目前其经济延续温和增长态势；

2.美国 4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2.8，预期为 53.8；3.欧元区 4 月制

造业 PMI 初值为 56.8，预期为 56；4..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称，仍有必要维

持非常大程度的宽松货币政策。 

 国内宏观方面：1.我国 1-3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9.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5

7313 亿元，同比+7.7%，均创近月新高。总体看，宏观面因素对有色金属影

响呈中性。 

 供需面看，印尼自由港 Grasberg 铜矿再受罢工威胁，但供给端扰动已在一季

度为市场提前消化；供给端利多逐渐消化，且环保检查影响下游镀锌消费，但

锌锭库存维持下降趋势；菲律宾进入传统出货旺季，印尼进口亦有序推进，且

青山印尼 3 期 RKEF 生产线陆续投产，镍市供给预期增加，加之下游不锈钢厂

检修；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顺利推进，后续去产能进度和力度或超乎市场预

期。 

 结合技术面，铜铝锌上方阻力明显，下方支撑亦较强；沪镍运行重心略有下移，

且下方关键位支撑效用减弱。 

 投机策略：铜铝前多持有，新单观望；沪镍前空持有，新单观望；沪锌新单观

望。 

 套保策略：铜铝保持买保头寸不变，沪镍保持卖保头寸不变，沪锌套保新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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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1706 多 40180 2016-11-08 3 星 47500 45500 14.19 

单边 AL1706 多 14230 2017-04-17 3 星 15500 14000 0.60 

单边 NI1709 空 79200 2017-04-19 3 星 70000 80500 0.88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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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铝持多头思路，沪镍前空持有 

 

 

 

 

 

 

周一主要金属均呈现弱势震荡态势，但收盘涨跌互现，铜铝锌

上方阻力明显，下方支撑亦较强；沪镍运行重心略有下移，且下方关

键位支撑效用减弱。 

当周宏观面主要消息如下： 

美国： 

1.据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报告，目前其经济延续温和增长态势；

2.美国 4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2.8，预期为 53.8。 

欧元区： 

1.欧元区 4 月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6.8，预期为 56；2..欧洲央

行行长德拉吉称，仍有必要维持非常大程度的宽松货币政策。 

其他地区： 

1.我国 1-3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9.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57313 亿元，同比+7.7%，均创近月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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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4，上海金属 1#铜现货价格为 45880 元/吨，

较上日上涨 60 元/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10 元/吨，沪铜回落，已有部

分进口铜进入国内市场，仓单货源继续流入市场，均冲击现铜供应，

加之周初消费疲软，现铜升水一路收窄，投机商少有操作，下游维持

按需状态，供应压力骤增； 

(2)当日，A00#铝现货价格为 14040 元/吨，较上日下跌 80 元/

吨，较近月合约贴水 190 元/吨，沪铝宽幅震荡，部分冶炼厂今日不

出货，但前期收货的贸易商由于期现套利利润空间的存在出货积极，

整体流通货源较充足，中间商谨慎接货，下游企业按需采购，整体成

交尚可； 

(3)当日，0#锌现货价格为 21720 元/吨，较上日下跌 440 元/

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85 元/吨，锌价弱势再现，冶炼厂惜售少出，市

场货源相对趋紧，下游采购尚可，拿货情绪好转，整体成交略好于上

周五； 

(4)当日，1#镍现货价格为 78050 元/吨，较上日下跌 1100 元/

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1120 元/吨，沪镍偏弱运行，贸易商库存仍低，

出货积极性一般，下游少量拿货，俄镍货源足，市场活跃一般，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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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弱，当日金川下调镍价 1000 元至 79200 元/吨。 

相关数据方面： 

(1)截止 4 月 24 日，伦铜现货价为 5601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

贴水 29 美元/吨；伦铜库存为 26.49 万吨，较前日减少 3550 吨；上

期所铜库存 10.07 万吨，较上日减少 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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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进口比值为 8.14），

进口盈利 50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2)当日，伦铝现货价为 1933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10.75

美元/吨；伦铝库存为 167.83 万吨，较前日减少 9625 吨；上期所铝

库存 32.67 万吨，较上日增加 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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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进口比值为 8.56），进口

亏损 2221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3)当日，伦锌现货价为 2582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12.5

美元/吨；伦锌库存为 35.32 万吨，较前日减少 1950 吨；上期所锌库

存 5.19 万吨，较上日减少 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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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进口比值为 8.52），进口亏损

483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4)当日，伦镍现货价为 9395 美元/吨，较 3 月合约贴水 50 美

元/吨；伦镍库存为 38.05 万吨，较前日减少 450 吨；上期所镍库存

7.28 万吨，较上日减少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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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进口比值为 8.27），进口盈利 1506

元/吨（不考虑融资收益）。 

当日无重点关注数据及事件。 

产业链消息方面： 

(1)根据《2017-2018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

查方案》安排，日前，28 个督查组已完成第一轮人员和第二轮人员交

接，第二轮督查于 4 月 21 日全面展开；(2)截止 4 月 24 日，国内电

解铝五地库存合计 121.5 万吨，环比-0.3 万吨；(3)据 MyMetal，截

止 4 月 24 日，全国锌锭总库存 18 万吨，环比-3.62 万吨；(4)承载着

振石集团印尼首船红土镍矿于印尼时间 4 月 22 日 18:58 分启航，驶

离格贝岛。 

综合看，印尼自由港 Grasberg 铜矿再受罢工威胁，但供给端扰

动已在一季度为市场提前消化，沪铜上行空间有限，前多谨慎持有；

供给端利多逐渐消化，且环保检查影响下游镀锌消费，沪锌承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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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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4，上海金属 1#铜现货价格为 45880 元/吨，较

上日上涨 60 元/吨，较近月合约升水 10 元/吨，沪铜回落，已有部分进

口铜进入国内市场，仓单货源继续流入市场，均冲击现铜供应，加之周

初消费疲软，现铜升水一路收窄，投机商少有操作，下游维持按需状态，

供应压力骤增； 

(2)当日，A00#铝现货价格为 14040 元/吨，较上日下跌 80 元/吨，

较近月合约贴水 190 元/吨，沪铝宽幅震荡，部分冶炼厂今日不出货，但

前期收货的贸易商由于期现套利利润空间的存在出货积极，整体流通货

源较充足，中间商谨慎接货，下游企业按需采购，整体成交尚可； 

(3)当日，0#锌现货价格为 21720 元/吨，较上日下跌 440 元/吨，

较近月合约升水 85 元/吨，锌价弱势再现，冶炼厂惜售少出，市场货源

相对趋紧，下游采购尚可，拿货情绪好转，整体成交略好于上周五； 

(4)当日，1#镍现货价格为 78050 元/吨，较上日下跌 1100 元/吨，

较近月合约升水 1120 元/吨，沪镍偏弱运行，贸易商库存仍低，出货积

极性一般，下游少量拿货，俄镍货源足，市场活跃一般，成交偏弱，当

日金川下调镍价 1000 元至 79200 元/吨。 

锌锭库存维持下降趋势，沪锌下方支撑亦较强，新单宜观望；菲律宾

进入传统出货旺季，印尼进口亦有序推进，且青山印尼 3 期 RKEF 生

产线陆续投产，镍市供给预期增加，加之下游不锈钢厂检修，沪镍承

压，前空继续持有；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顺利推进，后续去产能进

度和力度或超乎市场预期，沪铝上行动能不减，前多继续持有。 

单边策略：铜铝前多持有，新单观望；沪镍前空持有，新单观

望；沪锌新单观望。 

套保策略：铜铝保持买保头寸不变，沪镍保持卖保头寸不变，

沪锌套保新单观望。 

图 1 沪铜基差走势  图 2 沪锌基差走势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CHINA INDUSTRIAL FUTURES LIMITE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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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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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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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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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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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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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ME 市场期现价差跟踪 

截止 2017-4-24，LME 现货铜对 3 月期合约贴水 30.5 美元/吨，

贴水缩小，对吸引货源入库作用减弱； 

LME 现货锌对 3 月期合约贴水 14 美元/吨，贴水缩小，对吸引货

源入库推动作用减弱； 

LME 现货镍对 3 月期合约贴水为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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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 美元/吨，贴水缩小，对吸引

现货资源入库推动作用减弱。 

  

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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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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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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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FTC 持仓跟踪 

截止 2017-4-18，COMEX 期铜总持仓为 27.54 万手(-0.95 万手，

周增幅，下同)，基金净多头寸为 1.6 万手（-0.98 万手)。从总持仓和基金

净头寸变化看，基金多头持仓减少，铜市氛围偏空。 

图 13 CFTC 铜持仓分析 

 

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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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25  更新频率: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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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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4，天津 1 号废铜市价为 40200 元/吨，上海金属

网 1#铜均价为 45880 元/吨，价差为 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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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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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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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呈现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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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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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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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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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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融资铜监测 

截止 2017-4-24， 沪伦进口比值为 8.14，进口盈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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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锌供应将继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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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5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图 28 国产精锌产量                    图 29 进口精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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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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电解铝厂平均盈利 14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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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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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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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5  更新频率: 每日/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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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各品位镍铁价格走势 

截止 2017-4-24，高镍铁（Ni6-8）主流价格为 875 元/镍点，

中镍铁（Ni4-6）主流价格为 875 元/镍点，均较上周下跌 50 元/镍点，

低镍铁（Ni2 以下）国主流价格为 3125 元/吨，较上周下降 150 元/吨。 

图 34 各品位镍铁价格走势 

 

更新时间：2017-04-25 更新频率: 每日 

4.5、库存分析 

4.5.1、LME 库存 

截止 2017-4-24，LME 铜库存为 26.49 万吨，较前周增加 7650

吨；LME 锌库存为 35.32 万吨，较前周减少 8650 吨；LME 镍库存为 38.05

万吨，较前周下滑 1.11 万吨；LME 铝库存为 167.83 万吨，较前周下滑

8.1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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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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SHFE 库存 

截止 2017-4-21，SHFE 铜库存为 24.02 万吨，较上周减少 3.11

万吨；SHFE 锌库存为 15.54 万吨，较前周下降 1 万吨；SHFE 镍库存为

8.39 万吨，较上周下滑 148 吨； SHFE 铝库存 37.9 万吨，较前周增加

3.3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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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25  更新频率: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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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25  更新频率: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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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25  更新频率: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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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有色金属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截止 2017 年 3 月，我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56

亿元，同比-12.3%，降幅缩小；同期，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为 735 亿元，同比-3.5%，降幅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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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我国铝材累计产量 1383.45 万吨，同比+7.3%，

截止 2017 年 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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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需求对铝价支撑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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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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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图 45 我国铝材产量           图 46 我国铝合金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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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不锈钢行业 

截止 2017 年 3 月，主流不锈钢厂粗钢产量 201 万吨，同比+6.91%，

环比+13.56%，其中，400 系不锈钢同比-12.82%，300 系+12.5%，200

系+11.48%。 

截止 2017 年 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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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电力行业 

截止 2017 年 3 月，我国水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68 个小时，火

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31 个小时。 

同期，电网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为 855 亿元，同比+2.17%；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为 384 亿元，同比-17.3%，电网投资增速

仍处高位，电源投资则仍呈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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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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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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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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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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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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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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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4 国内冰箱产量情况            图 55 冰箱销售情况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CHINA INDUSTRIAL FUTURES LIMITED 

2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有色金属产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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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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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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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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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道路建设行业 

截止 2017 年 3 月，我国铁路运输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 995 亿元，

同比+10.8%； 

同期，我国公路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 0.31 万亿元，同比+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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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土地购置累计面积为 1314.88 万平方米，同比

+1.9%，同比增速上升； 

同期，商品房累计新开工面积为 3.16 亿平方米，同比+11.6%；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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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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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房累计销售面积为 2.9 亿平方米，同比+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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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万亿元，同比+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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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3 月，房地产业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累计同比

+10.7%，自筹资金累计同比-7.2%，定金及预收款累计同比+27%，按

揭贷款累计同比+18.6%； 

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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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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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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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汽车行业 

截止 2017 年 3 月，国内累计汽车产量为 713.31 万辆，同比+7.99%，

累计汽车销量为 700.2 万辆，同比+7.02%，汽车产量、销量同比增长明

显。 

截止 2017 年 3 月，GAIN 汽车整体价格变化指数当月值为+2.86，

汽车均价继续回升；优惠指数为 0.19，环比减少，但车市整体依旧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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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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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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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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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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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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3 月，美国新建住宅开工数(季调，下同)同比+9.16%、

美国营建许可总数同比+16.99%，增速有所回升。 

同期，美国乘用车累计产量同比-15%，累计销量同比-11.63%，乘

用车产销降幅缩小，整体看，美国房地产建设活动略增，整体对有色金

属影响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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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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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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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度行业重要资讯 

1、自由港印尼工人计划开展一个月示威活动 

https://news.smm.cn/news/100732861  

2、细分矿山看力拓一季度铜矿产量

https://news.smm.cn/news/100732942 

3、新疆电解铝减产在进行 部分在建产能已经停滞 

https://news.smm.cn/news/100732963 

4、铜精矿现货 TC 缓步回升 Grasberg 铜矿遭罢工威胁 

https://news.smm.cn/news/100732986  

5、空调库存将破 4 千万 满产警惕风险！ 

https://news.smm.cn/news/100733022 

6、利空因素积聚 下周中高镍矿期货价格或稳中小跌 

https://news.smm.cn/news/100733027 

7、SMM：预期下周高镍生铁价格或仅维持平稳 

https://news.smm.cn/news/100733032 

8、SMM：下周低镍生铁价格或仍趋弱 至 3000-3100 元/吨 

https://news.smm.cn/news/100733034 

9、自由港印尼分公司已获铜精矿出口许可 有效期至明年 2 月 

https://news.smm.cn/news/100733104 

10、美国裁定中国输美铝箔产品存在补贴行为 

https://news.smm.cn/news/100733108

  

更新时间：2017-04  更新频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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