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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热点解读

• 宏观经济：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连续95周低于30万人，为1970年以来
最长低失业周期，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可能接近全面复苏，而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却
意外大增，令观察人士担心经济衰退危险未除。12月24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
济者为26.5万人，环比减少1万人，预期为26.5万人，此前一周为27.5万人。而12月17

日当周，美国续请失业救济者环比增加6.3万人，增至210.2万人，较预期202.7万人多
增7.5万人，前值203.6万人上修为203.9万人。

• 宏观经济：新任财政部部长肖捷在部署2017年财政工作七大任务中表示，将继续实

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意味着财政工作将把稳增长放在首位。
稍早时候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2017年财政政策定调为“积极”，提出财政政策要

更加积极有效。此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落实这一部署，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扩大支出规模，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在财政收
入增速持续下滑，减税降费力度加大同时，还要适度扩大支出规模，这透露出明年财政
赤字率有望继续扩大。根据年初预算报告，今年(一般公共预算内)财政赤字率为历史最
高的3%，此前多位专家认为2017年赤字率将突破3%。



有色金属热点解读

• 行业新闻：日前从中铝矿产资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组织实施的西藏阿里地区改则
县铁格隆南矿区荣那矿段、拿若矿区两个详查项目经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评审认定，
共探明铜金属量1349.2万吨，且332级别金属量占到总量的70%以上。此前，多不杂、
波龙两个矿区此前已经探获铜金属量700多万吨，整个矿集区铜金属量已超过2000万吨。
有关资料显示，此前全球铜资源储量超过2000万吨的世界级超级铜矿共24个。中铝荣

那、拿若两矿区完成储量评审，意味着多龙矿集区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级超级铜矿矿
集区,在世界级超级铜矿排名榜中列第25位。多龙矿集区找矿突破的实现，证明中国不
仅有世界级大矿，而且有世界级超级大矿。

• 行业新闻：一直以来，元旦、春节都是家电产品销售的旺季，各大厂商均面临“收
官开局”双向压力，往往都会在年底这段期间搞促销吸引消费者，从而提升销售业绩。
可今年却“画风突变”，消费者盼望的打折没来，却发现空调、电视、热水器、冰箱等
家电都在涨价！这是什么情况？原材料涨价是家电涨价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

受大宗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物流费用上涨等因素影响，及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特别是原
材料上涨，让家电生产企业无法承受。尤其是在空调行业，一台空调的原材料成本较去
年同期，涨幅在15%-20%之间。一个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导致原材料成本上涨，另一
方面，环保压力使得空调产品价格涨上加涨。



有色金属价格数据

国内期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品种 合约 单位 最新价 周涨跌
（%）

双周涨跌
（%）

月涨跌
（%）

季涨跌
（%）

年内至今涨
跌（%）

年内最高价 年内最低价

沪铜
1702

CU1702 元/吨 45120 1.55 -3.57 -4.12 19.62 25.33 49840 35060

沪铝
1702

Al1702 元/吨 12665 -1.05 -2.61 -5.17 5.45 13.59 14600 11150

沪锌
1702

ZN1702 元/吨 20670 -0.77 -9.86 -9.90 13.76 47.75 25180 13740

沪镍
1705

NI1705 元/吨 85730 -4.87 -10.82 -7.80 3.10 19.65 101360 68530



有色金属价格数据

国外期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品种 合约 单位 最新价 周涨跌
（%）

双周涨跌
（%）

月涨跌
（%）

季涨跌
（%）

年内至今涨
跌（%）

年内最高价 年内最低价

LME铜3月 CA03M 美元/吨 5487.00 -0.27 -3.58 -3.82 14.34 16.62 5950.00 4330.85 

LME铝3月 AH03M 美元/吨 1679.00 -1.93 -3.00 -3.89 0.12 13.99 1899.00 1449.85 

LME锌3月 ZS03M 美元/吨 2521.00 -4.40 -6.80 -6.97 5.92 60.25 2900.00 1466.25 

LME镍3月 NI03M 美元/吨 10120.00 -7.37 -11.23 -8.71 0.40 18.97 11670.00 7594.00 



有色金属价格数据

国内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品种 单位 现货价 52周最高价 52周最低价

1#铜 元/吨 45440 48390 33540

A00铝 元/吨 12960 15380 9710

0#锌 元/吨 21450 23200 12900

1#镍 元/吨 85900 95800 64100



有色金属价格数据

国外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品种 单位 现货价 52周最高价 52周最低价

LME铜现货 美元/吨 5513.15 5935.50 4310.40 

LME铝现货 美元/吨 1712.90 1848.50 1448.25 

LME锌现货 美元/吨 2539.75 2906.85 1451.35 

LME镍现货 美元/吨 10033.50 11734.00 7560.50 



有色金属价格数据

上海铜现货价及升贴水

评论：本周沪期铜止跌反弹，年末市场基本进入休整状态，中间商入市接货者少，下游零星刚
需买货，贴水幅度继续扩大。目前长江现货市场铜价45110元/吨，升贴水-170元/吨。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有色金属指数数据

LME铜（0-3）升贴水

评论：本周正值西方圣诞节，市场交投冷清。市场对美元上涨及主要消费国中国可能出现流动性紧
缩感到不安。截止周四LME铜价5495.0美元/吨。目前LME铜（0-3）升贴水降至-17.00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有色金属价格数据

现货进口盈亏与洋山铜溢价

评论：进口铜市场，沪伦比回升。截止周四，现货进口亏损缩小，目前在-300元/吨附近。此
外，洋山铜溢价小幅回落至58-68美元/吨的水平。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有色金属指数数据

有色金属指数

评论：本周有色指数走势为触底回升，周一有色金属遭遇黑色星期一，全线下挫，周二金属迎来强
劲反弹。截至本周四有色指数报收于1282.77，较上周下跌0.6%。

数据来源： 瑞奇整理



宏观数据

制造业指数

评论：中国11月官方制造业PMI 51.7，创两年来高点，预期51.0，前值51.2。中国11月财新制造业
PMI50.9，不及51的预期，较51.2的前值下滑0.3。过去3个月以来，制造业景气状况每月皆有改善，此
轮增长期在2014 年底以来算是持续时间最长。美国11月ISM制造业指数53.2，预期52.5，前值51.9，创
5个月最大增幅，表明美国企业正从进一步回升的国内需求中得到支撑。但尽管商业投资的回升可以提

振制造业前景，美元近期的升值可能导致出口市场需求的放缓，从而拖累制造业进一步回升。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供需数据

全球精炼铜供需缺口

评论：ICSG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9月份全球精炼铜产量为195.5万吨，消费量为197.0万吨，供需
短缺为1.5吨，8月过剩为15.6万吨。扭转了供应过剩的局面。ICSG预测2016年精炼铜产量将增长
2.2％至2338.3万吨，明年增速为1.7%，产量达2379.1万吨；2016年全球精炼铜表观消费量预计增
长1.5%至2339.1万吨，而2017年全球精炼铜表观消费增速将降至1%左右，达2362.8万吨。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供需数据

库存数据

评论：上周，LME铜库存延续了前一周的涨势，上涨27450，至334525吨，注销仓单占比小幅
回升至35.19%。SHFE库存小幅回落，上周减少了9649吨，至134377吨。同期COMEX库存为
85339吨，近一个月COMEX库存一直保值缓慢增长势头。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行情研判

CFTC持仓数据

评论：上周，CFTC铜非商业多头持仓下降6.61%，至119225手，空头持仓增加0.97%，至67199
手，净多头持仓量为52026手，较上一周减少了9089手，投资者开始担忧金属最大消费国中国
流动性趋紧的问题。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操作策略

行情点评：

本周，沪铜走势触底回升，美元高位震荡，投资者普遍担忧中国可能出现流动性紧
缩的问题使得基本金属遭遇极大压力，基本金属周一全线大跌，周二又出现报复性反弹，
整体波动较大。截止周四沪铜主力至45810元/吨，本周上涨1.55%。从其它基本金属来
看，沪锌下跌0.77%，沪铝下跌1.05%，沪镍下跌4.87%。

操作策略：

短期来看铜价或持续震荡走势。操作上建议以观望为主，空仓过节。



12月主要期货品种到期资料

市场编号 品种编号 品种名称 合约编号
本公司最
后平仓日

最后交易
日具体说

明
保证金

SHFE CU 沪铜 1701 2017-01-15
合约交割月份第
15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
9%

SHFE AL 沪铝 1701 2017-01-15
合约交割月份第
15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
9%

SHFE ZN 沪锌 1701 2017-01-15
合约交割月份第
15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
9%

SHFE PB 沪铅 1701 2017-01-15
合约交割月份第
15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
9%

SHFE NI 沪镍 1701 2017-01-15
合约交割月份第
15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
9%

SHFE SN 沪锡 1701 2017-01-15
合约交割月份第
15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
9%

数据来源：瑞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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