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9 日报道, 从日前
工信部召开的全国原材料
工业座谈会上获悉袁 目前袁
有色金属尧新材料尧石化尧钢
铁和建材产业等 野十二五冶
发展规划均已形成框架思
路并完成初稿袁正在广泛征
求各界意见遥

据了解袁各规划对原材
料工业重点行业 野十二五冶
时期的发展目标尧 重点任
务尧重大工程尧政策措施等
作了部署和安排遥

会议提出袁野十二五冶时
期是原材料工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期袁要立足国内需
求袁严格控制总量袁着力推
进兼并重组尧 淘汰落后尧节

能减排尧技术改造尧布局优
化和资源保障袁加快培育发
展新材料产业遥

会议指出袁野十二五冶期
间袁有色金属工业要坚持控
制总量与优化结构相结合尧
兼并重组与优化布局相结
合尧开发国内资源与国外资
源相结合尧自主创新与技术
改造相结合尧资源开发与节
约利用相结合的原则袁促进
产业改造提升袁着力调整产
业结构袁 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遥

根据安排袁届时将严格
制冶炼产能过快增长 袁加
速淘汰落后产能袁 推进兼
并重组袁鼓励煤尧电尧铝跨

行业重组遥 要不断加强技
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袁 重点
开发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
求的轻质高强结构材料 尧
信息功能材料尧高纯材料尧
稀土材料等制备技术和产
业化技术袁 着力提高产品
质量档次遥

会议明确袁 要力争到
2015 年袁有色金属工业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袁节能减排
取得明显成效袁资源保障程
度进一步提高袁技术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袁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袁总
体实力跃升至世界前列袁为
实现有色金属工业由大到
强的转变奠定坚实基础遥

因为供应紧缺袁有色金属市场屡创新高的接力
棒交到了锡的手中遥

1 月 20 日袁国内某大型锡企销售部高层表示袁
野从元旦过后袁国内锡价就开始上涨袁每天都在涨袁
少则几百块袁多则几千块遥 冶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也显示袁截至 1 月 20 日袁锡
价较去年 12 月底的涨幅达到 8%遥 其中袁1 月 4 日袁
国内锡价最低为 161300 元/吨袁最高为 163000 元/
吨袁均价在 162150 元/吨曰截至 1 月 20 日袁锡价最
低为 173000 元/吨袁 而最高则达到了 175000 元/
吨袁均价为 174000 元/吨遥 自 1 月 18 日以来袁锡价
三天时间已累计上涨 7000 元/吨遥

据了解袁目前国内锡市场处在缺货状态袁市场
上可供流通的货源日趋紧张袁这让持货商的报价节
节攀升遥 有分析师表示袁野由于近期冶炼厂出货量
十分有限袁导致整体市场格局趋向供小于求袁从而
推升价格遥 冶

近日我国南方地区再次迎来大面积强降温雨
雪天气袁这严重影响到云南尧湖南等锡锭主产地通
往上海的运输袁致使部分货源延迟抵达遥 野我们手
头的货源也不多了袁虽然现在国内的锡价走势还算
不错袁但还是要等价格上涨后再考虑出货遥 冶某不
愿具名的贸易商表示遥

此外袁前期国内锡价上涨缓慢造成了国内外价
格悬殊袁高额的利润也刺激着部分持货商的出口积
极性遥 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袁国内锡企业加大了锡
产品出口袁从而减少了对国内市场的供给袁造成市
场锡锭货源明显减少遥 野近期国内锡价虽然得到了
快速上扬袁使得国内外锡锭的价差有所缩小袁但这
部分的供应并不能很快恢复遥冶上述锡企高层表示遥

资料显示袁因降雨期比以往时间延长袁全球最
大的锡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去年全年精辟锡出口
92486.68 吨袁同比下滑 6.9%袁无疑也推高了锡的国
际价格遥

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看好今年的锡价袁野近两
年袁其他产锡大国没有多少新的投产项目袁全球锡
市将继续保持供不应求的局面袁今年的锡价肯定还
会上涨遥 冶

1 月 24 日日本最大的
铜冶炼厂要要要泛太平洋铜业
渊Pan Pacific Copper冤 表示袁
已同一南美矿产商达成 80
美 元/吨 和 8 美 分/磅 的
2011 年度加工精炼费(TC/
RCs)袁较 2010 年跳涨 72%遥
他并称袁 泛太平洋铜业正在
同一北美矿产商进行谈判袁
商讨 2011 年加工精炼费高
于每吨 70 美元和每磅 7 美
分遥

同一日市场传言袁 中国
一家大型铜冶炼厂和一家西
方矿商达成协议袁2011 年铜
的加工和精炼费在去年的基
础上上涨 51%袁即每吨约 70
美元/吨和 7 美分/磅遥 随后
富宝金属网铜研究小组就这
一传言采访了国内多家大型

冶炼企业袁 其中部分大型冶
炼企业证实了这一传言属
实遥 但是袁70 美元/吨和 7 美
分/磅这一加工费袁乃国内一
家冶炼企业私底下与西方矿
商达成的协议遥 而大多数冶
炼企业仍坚持日本率先签订
的 80 美元/吨和 8 美分/磅
的加工费袁 并且签订了年度
协议遥

对于 80 美元/吨和 8 美
分/磅的费用袁山东某冶炼企
业高层对此表示比较理想袁
对于 2011 年上半年铜价也
持乐观态度遥 大多数被访冶
炼商告诉我们袁 此轮加工费
上调也正是受到高铜价刺
激遥 近期伦铜价格持续在
9300-9700 美元高位震荡袁
市场普遍预期 2011 年全球

铜市将过剩 40 万吨以上遥特
别是中国农历春节过后或将
出现旺季补库买盘袁 因此即
使在国内货币紧缩调控下袁
沪期铜表现也格外坚挺遥 但
是铜价及加工费大幅上涨必
将引发冶炼产能的大幅释
放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袁
中国 2010 年精炼铜产量为
479.3 万 吨 袁 同 比 增 长
12.2%遥近五年中国精炼铜产
量增速都保持在 9%以上袁富
宝铜研究小组陈晓美保守估
计袁2011 年中国精炼铜产量
至少在 520 万吨以上遥另外袁
初步统计 2011 年将有 140
万吨的新增冶炼产能投产袁
2012 年中国精炼铜产能有
望达到 600 万吨水平遥

上海中财期货有限公司袁 实际控制人为拥
有 30 多亿元资产的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遥中
财期货是中国期货业协会会员袁 上海期货业同
业公会理事会员遥 公司连续多年荣获上海市企
业诚信建设奖遥 中财期货的主营业务是商品期
货经纪和金融期货经纪袁 公司以高水准的专业
咨询尧 细致周到的服务和优越的交易环境为客
户提供安全尧优质尧高效的投资通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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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条 2000毫米
铝蜂窝板生产线佛山开建

1 月 12 日消息 全国首条
2000 毫米超宽规格铝蜂窝复
合板生产线已于近日在佛山市
正式开工建设袁 计划在今年三
季度建成投产袁 届时佛山年生
产铝蜂窝板产值将超过 5 亿
元遥

据了解袁 该条铝蜂窝板生
产线由全国铝蜂窝复合材料产
业龙头企业广东佛山市利铭蜂
窝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自行设计
和制造袁线长 90 米袁加工宽度
2000 毫米袁 运转速度每分钟 4
米遥蜂窝板产品精度控制为院厚
度误差依0.2 毫米袁 长度宽度
0.5豫遥

铝蜂窝复合材料是近几年
兴起的一种新兴民用材料袁以
前仅限于军用领域遥 由于其质

地轻尧防火尧隔音尧耐腐袁且
能节约大量铝材尧石材袁被誉为
材料业的革命遥
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工程

将令 2011年中国铜
进口量增加

欧 洲 最 大 的 铜 产 商
Aurubis 公司周三称袁近期中国
国务院决定实施新一轮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工程袁 将令中国今
年的铜进口量增加袁 因电网改
造工程所需的铜线缆需要大量
的铜遥

该公司称袁 中国的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工程将导致 野额外
的中国铜需求冶袁野考虑到中国
在 2010 年的未加工铜进口量
相对低迷袁 之前部分中国铜需
求或导致国内铜库存水平下
滑袁这意味着中国 2011 年的铜
进口量将增加遥 冶

野公司欧洲和北美地区的
业务已经缓慢地回升至正常水
平袁而之前一年几乎限于停滞袁
但市场基本面消息和机构投资
者仍在控制着铜价走向遥 冶

该公司还表示袁 目前欧洲
的废铜供应状况仍较为良好遥
野铜产品需求仍处于高位遥估计
自 2 月开始袁 市场将出现传统
的消费旺季遥 冶
江西确定 2011年有色

金属等落后产能淘汰标准

有色金属行业院 淘汰 100
千安及以下电解铝小预焙槽曰
淘汰密闭鼓风炉尧电炉尧反射炉
炼铜工艺及设备曰 淘汰采用烧
结锅尧烧结盘尧简易高炉等落后
方式炼铅工艺及设备袁 淘汰未
配套建设制酸及尾气吸收系统
的烧结机炼铅工艺曰 淘汰采用
马弗炉尧马槽炉尧横罐尧小竖罐
渊单日单罐产量 8 吨以下冤等进
行焙烧尧 采用简易冷凝设施进
行收尘等落后方式炼锌或生产
氧化锌制品的生产工艺及设
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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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25 日袁有色金属金属
走势呈现先抑后平的态势遥上周袁
由于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好坏不
一遥 中国第四季度 GDP 意外增
长 9.8%袁使中国将进一步收紧货
币政策的预期升温遥 基本金属承
压下跌遥本周初袁尽管德国制造业
向好的经济数据尧 强劲的汽车销
售数据以及美元疲软为价格提供
了一些支撑袁 提振基本金属小幅
反弹袁但反弹略显疲软遥

铜院19 日-25 日袁 伦铜电子
盘继续在高位盘整袁19 日触及
9781 美元/吨的新高后袁 受到多
头平仓打压袁20 日伦铜进一步下
挫袁最低探至 9281 美元/吨遥本周
初伦铜小幅反弹袁 但反弹力度有
限遥 沪铜主力合约亦跟随外盘在
70000 元/吨上方盘整遥 现货市场
方面袁 上海现货铜价在 70050-
71200 元/吨区间内波动遥 市场整
体成交依旧清淡遥 铜价继续在高
位盘整袁抑制了下游买兴袁且临近

春节袁下游企业陆续开始放假袁接
货积极性较低袁操作大多谨慎遥21
日袁 铜价跟随外盘回落至 70300
元/吨以下时袁 下游买兴略有提
升袁 询价增多袁 部分买盘入市补
货袁成交略有好转袁但整体来看袁
由于目前铜价仍处于高位袁 下游
普遍观望为主遥

铝院19 日-25 日袁 伦铝电子
盘延续上周疲软走势袁连续下跌袁
最低触及 2374 美元/吨遥 沪铝走
势较为平稳袁 主力合约在 16800
元/吨上下震荡遥 现货市场方面袁
上海现货现货铝价在 16560 -
16670 元/吨区间内波动遥 由于近
期国内恶劣天气对电力供应及运
输方面的影响而使铝锭供应趋紧
的预期袁 使一些持货商看好后市
铝价袁报价略为坚挺袁但下游面对
目前处于高位的铝锭袁 拿货热情
不高袁仅按需采购袁市场整体成交
较为平淡遥

铅院19 日-25 日袁 伦铅电子
盘受美元反弹及库存大幅增加的
影响袁持续下跌袁五个交易日下挫
幅度超过 200 美元/吨遥现货市场
方面 袁 上 海 现 货 铅 价 维 持 在
17100 - 17550 元/吨 区 间 内 波
动袁 成交方面则延续了低迷的气
氛遥 伦铅的连续下跌增加了下游
对后市的不确定性袁 同时受限于
紧张的资金面及并不旺盛订单情
况袁下游观望气氛浓重袁采购积极
性不高遥 尽管大部分冶炼厂出货
较宽松袁且价格有所回落袁但市场
整体成交清淡遥

锌院19 日-25 日袁 资金面紧

缩的预期及不断增加的库存令伦
锌承压连续下跌袁 五个交易日下
跌超过 150 美元/吨遥沪锌亦跟随
连续下挫遥现货市场方面袁上海现
货锌价在 17950- 18550 元/吨区
间内波动遥临近春节袁部分下游企
业已经放假袁需求不佳袁采购热情
不高袁 而部分持货商则认为目前
已处于价格底部袁 看好春节后行
情袁低价出货的意愿也不高袁市场
整体交投清淡遥

锡院19 日-25 日袁 伦锡电子
盘价格波动在 26704-28187 美
元/吨袁上海现货价格在 171500-
177000 元/吨波动遥 近日雨雪天
气影响运输加之厂家出货量有
限袁沪锡市场流通货源处于低谷袁
为沪锡市场价格持续强势上扬带
来有力支撑遥 贸易商手中货源有
限袁部分已无货可出遥下游企业多
处于半休假或全休假状态袁 加之
近期高位锡价给下游采购带来较
大压力袁 对原本较弱的需求量更
是雪上加霜遥 本周交投情况依旧
清淡遥

镍院19 日-25 日袁 伦镍电子
盘价格波动在 25231-26500 美
元/吨袁上海现货价格在 198800-
202100 元/吨波动遥 上周三与本
周一金川公司两次上调出厂价袁
总计上涨 5000 元/吨遥 市场成交
仍以金川镍为主袁 俄镍货源则较
为紧缺遥 镍价上调后对市场人气
有所影响袁 成交随着临近春节而
逐渐趋缓遥由于价格较高袁下游节
前备货意愿弱于往年遥 本周市场
成交平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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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有色金属行业将鼓励煤、电、铝跨行业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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