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对华镀锌钢丝将不双反

商务部近日消息称袁2013
年 8 月 20 日袁加拿大国际贸易
法庭在对华镀锌钢丝 (Certain
Galvanized Steel Wire) 双反调
查终裁中认定无损害袁 因此将
不对上诉产品采取双反措施遥

据悉袁 本案是加拿大对我
发起的第 15 起双反调查袁涉案
金额约为 1000 万美元遥 7 月 22
日袁 加边境服务署曾裁定中国
两家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分别
为 36.6%和 16.6%袁补贴幅度分
别为 15%和 0曰 未应诉的倾销
和补 贴 幅 度 分 别 为 153% 和
17%遥 这是继美国对华镀锌钢
丝双反以无损害结案后袁 该产
品在加拿大再次获得无损害裁
定结果遥 渊来源院商务部网站冤

广东发现储量达 21吨的
大型黄金矿床

从广东省地质局获悉袁经
过 8 年的努力袁 广东地质工作
者近日在粤西发现一座资源储
量达 21 吨的大型黄金矿床遥这
是广东省地质局继发现河台尧
长坑两个大型金矿后袁 在广东
省境内找到的第三座大型金矿
床袁潜在价值达数十亿元遥

广东省地质局有关工作人
员介绍袁 这座金矿床位于云开
隆起清远原高要原云浮北东向
金成矿带的中段袁 由广东省地
质局属下的地质调查院负责勘
查遥 该矿床在勘查中共发现 7
条金工业矿体袁 其中主矿体控
制长度 800 米袁延深 500 米袁为
简单的单脉状矿体袁产状稳定袁
厚度稳定袁具有品位富尧易采尧
易选的特点遥 该矿床除主矿物
金外袁还伴生有银 26 吨遥

渊来源院新华社冤
渣滓溪锑矿深部

有望找到大型锑矿床

湖南省地勘局 418 队的地
质专家近日应邀对安化县渣滓
溪锑渊钨冤矿探矿增储工作进行
问诊把脉遥

专家们通过工作后认为袁
该矿带是湖南省境内一条重要
的以钨尧锑尧金为主的成矿带袁
自南西向北东至东西向为锑
金-钨锑-金尧锑尧钨-金的成矿
序列袁渣滓溪锑渊钨冤矿床处中
间野钨锑冶阶段袁其外围南西侧
有曾家溪锑钨矿床袁 北东侧有
教子冲钨锑矿床袁 湖南现有的
几个特大型尧 大型锑矿床均分
布于雪峰山弧形构造带及其旁
侧袁从而显示出渣滓溪锑渊钨冤
矿床的区域成矿条件十分有
利遥

据专家预测袁 渣滓溪锑
渊钨冤 矿探矿增储项目实施后袁
可 提 交 332 +333 锑 金 属 量
14.34 万吨袁其中扩界区 333 资
源量 3.15 万吨遥 届时袁渣滓溪
锑渊钨冤矿边深部有望找到一个
新的大型锑矿床遥

渊来源院中国矿业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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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越高级铜合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袁是一家日本独资企业袁位于奉贤区柘
林镇新申工业区内袁 年产高级铜合金管棒和铜
合金零部件近 5000 吨袁 公司现有员工近三百
人遥 公司于 2010 年取得了 ISO9001:2008 质量
体系认证遥

我公司产品主要用于水道零件尧管道尧船用
齿轮尧无油轴承零件等遥 产品 95%出口到日本尧

东南亚尧 澳大利亚地区袁 主要原材料为铜废碎
料尧铜锭尧少量的锌尧锡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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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 LME金属镍库存变化情况院
2013 年 8 月 27 日 211902 吨袁增加 1842 吨曰
2013 年 8 月 28 日 212328 吨袁增加 426 吨曰
2013 年 8 月 29 日 212220 吨袁减少 108 吨曰
2013 年 8 月 30 日 212070 吨袁减少 150 吨遥

上周总结院
上周渊8.26要8.30冤周一 LME 休市袁周二开

市之后便出现了连续的大幅下跌袁跌幅超出了
此前的预期袁跌破 14000 美金整数关口之后再
次回到了前期的阶段性底部位置遥 消息面上袁
叙利亚局势的紧张以及美国攻打叙利亚的不
确定性给商品的价格走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遥
此轮受美国经济数据影响而造成的美元指数
触底大幅反弹也给基本金属造成了很大的压
力遥 从技术面来看袁上周 LME 镍的走势明显
弱于铜袁周五的下跌更是击穿了所有的均线支
撑袁低点触及前期的低位附近袁成为了空头回
补的 明显品种遥 整个四天交易中袁镍和铜的
成交量均有所放大袁在目前 13800 美金附近的
位置多空争夺激烈袁镍库存在周二也出现了大
幅的增加袁此前预期的数据利好和企业补库推
动的价格触底反弹行情基本告一段落遥

下周预测院
本周渊9.2要9.6冤进入了国际风险事件密集

的 9 月袁多事之秋已经来临遥首先从消息面上袁
本周中国 8 月制造业 PMI 的公布将体现国内
工业生产环境能否继续改善袁料将给基本金属
价格带来一定的支撑袁其次袁周五将要公布的
8 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变化将成为本月美联
储能否落实调整 QE 规模的指导数据袁市场普
遍预期美联储将会收缩刺激规模袁但是接下来
将要面临的就是债务上限之争袁仍将成为影响
金属价格的不确定因素遥 除此之外袁 周三的
G20 领导人峰会以及德国大选和下一任的美
联储主席人选尧西方国家会否对叙利亚进行军
事打击都将在本月给出答案袁届时整个商品的
价格走势都将受之影响遥 从技术面来看袁在经
历了上周的连续放量下跌之后袁目前的伦镍价格基本上回到
了此前多头行情的成本附近袁 虽然下方没有均线的有效支
撑袁但是按照前期低点的上移幅度来看袁13800 美金附近位置
将成为多空争夺较为激烈的位置袁在消息面如此集中的影响
下袁投资者应当以低位震荡的预期来谨慎对待接下来的行情
走势袁震荡区间在 13700--14300 美金袁本周伦镍可能止住跌
势袁但是上方空间短期内比较有限袁开局可在 13800 美金附近
少量布局多单袁以前期的第二低点 13460 美金作为止损遥

本操作建议谨代表个人观点袁仅供参考
渊供稿院上海渊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刘梦宇冤

随着中国保税区仓库铜
库存降至历史性低点 30 万吨袁
困扰了国内一年多的融资铜
野定时炸弹冶 也悄无声息地拆
解了遥
120万吨融资铜降至 30万吨

权威机构国际铜研究组
织(ICSG)上周在全球 5 月铜市
的报告中提到袁中国保税仓库
中铜库存下滑曰同时袁渣打银
行在近期报告中表示袁中国保
税库的铜库存量在今年 4~7
月里下降了 63%至 30 万吨遥

2012 年下半年开始袁关于
中国野融资铜冶体量巨大--保
税区铜库存 高达到 120 万
吨袁 融资铜占铜贸易总量 90%
的说法袁曾带给整个铜市带来
相当大的阴影袁 业内甚至用
野堰塞湖冶来形容野融资铜冶一
触即发的危险遥 而二季度铜价
二次急转而下的跳水袁更使人
担忧野融资铜冶暴仓遥 野融资铜
泡沫会导致铜价大跌吗钥 冶袁这
个问题在多个场合被人提及遥

野融资铜冶简单来说袁就是
铜在保税区进出但并没有实
际贸易支撑袁而是企业为了融
资虚构的贸易假象遥

随着 7 月保税库铜库存量
降至 30 万吨袁融资铜的风险实
际上已经消化遥 安信期货铜业
分析师佟玲认为袁从历史数据
来看袁30 万是一个偏低的库存
量袁融资铜风险已经解除遥
国内企业卖空仓单外加减产

消化野融资铜冶风险是一
场野漂亮冶的战役遥 首先袁3 月底
开始袁工农中建等国有四大银
行陆续下发通知不再做融资
铜信用证遥 5 月 6 日袁国家外汇
管理局下发叶关于加强外汇资
金 流 入 管 理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曳袁 严控资金流与货物流不
匹配的情况遥

熟知内情的人介绍袁铜是
一个国际化非常强的大宗商
品袁国内大厂商无一例外都做
套期保值袁并或多或少地参与
了融资铜要要要它曾经支撑了
高铜价遥 野融资铜冶泡沫破灭过
程中袁 中国铜企随时面临巨
亏遥

中国企业野漂亮冶应对遥 据
透露袁4 月份袁国内铜期货商集
体做空卖出仓单和现货曰 即 5
月份袁江西铜业尧云南铜业尧金
川集团等龙头企业均带头减

产袁造成现货价格高于期货价
格袁 高时这种野升水冶行情达
到 300 元/吨袁这可是半年以来
升水行情的阶段性高点袁而去
年 12 月时袁现货铜与期铜野贴
水冶幅度曾达 200 元/吨遥

另一方面袁造成伦铜低于
沪铜 500 至 1000 元/吨左右袁6
月国内厂商趁机大量海外进口
铜遥上述种种措施支撑了铜价袁
LME 主力合约期铜价格 6 月
探底 低至 6600 美元袁比 4 月
底仅低 200 美元袁 随后一路上
升至超过 7000 美元遥

稳住铜价的过程中袁厂商
加速消化野融资铜冶袁致使库存
迅速回到正常水平遥

此时袁全球铜市也传来好
消息遥 上周袁国际铜研究组织
改变了之前宣称了七个月之久
的 野铜供应过剩约 10 万至 20
万吨冶的说法袁称全球铜市 5 月
精炼铜供应缺口为 17000 吨遥

消息传来袁期铜价格迎来
新的反弹遥 这为中国企业进一
步消化野融资铜冶风险再次提供
了良机遥 个股或将跌幅巨大袁
特别是那些累计涨幅巨大尧没
有业绩支撑的概念股遥

渊来源院上海证券报冤

作为电线电缆中 为重要的原料袁
铜价近年来上涨过快袁让电线电缆行业
不堪重负袁另外一方面野以铝代铜冶在欧
美等发达地区袁 已被成功应用了 40 多
年袁绝缘电线电缆用铝导体比例远高于
亚洲与非洲国家袁某些国家的中压电缆
全部采用铝导体遥 作为一种趋势袁全球
范围内绝缘电缆用铝导体比例正在持
续提高袁其中自然也不乏中国遥 国内电
线电缆工业的用铝量由 2000 年的约
60 万吨发展至 2012 年的约 230 万吨袁
平均每年约增长 23.6%袁 远超过 GDP
的增长遥 2012 年架空线用铝量约为 180
万吨袁占国内电缆工业总用铝量的比例
为 78.2%遥

目前铝导体电缆推广具有明显优
势遥 事实上袁为了打破铜的制约造成的
瓶颈袁近些年来袁我国电线电缆企业在
以铝替代铜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遥企业
经过多年科技攻关成功研制出铝合金
电缆袁不论是在电气性能还是机械性能
等完全实现了以铝替代铜的重大技术
突破遥新开发的高科技新型导体铝合金
电力电缆袁与铜线缆相比袁其安全载流
量袁导电率和安全性尧导体电阻率袁特别
是截流量完全等同甚至优于传统铜线
缆袁弥补了硬态纯铝作为电缆导体的众
多不足之处袁解决了铝合金电缆在安全

性能尧电气性能尧机械性能诸多未能解
决的重大技术难题遥

铝合金电缆在使用寿命尧 导电性
能尧抗蠕变性能尧抗拉强度和重量上都
比传统的铜芯电缆表现得更为出色遥在
同等载流量的条件下袁铝合金电缆的重
量只有普通铜缆的 1/2遥 与传统的铜芯
电缆相比袁合金电缆在导电性能和铜相
当的前提下袁更轻更柔韧袁彻底改变了
以往纯铝电缆机械强度差袁抗疲劳能力
低和接头处容易发生事故等缺点袁保障
了电缆在长时间过载和过热的情况下
电缆连接的持续稳定性遥铝合金材料价
格优势也很明显袁在在满足相同电气性
能的前提下袁铝合金电缆的工程造价比
铜芯电缆造价要低 50%以上遥

业内人士指出院在美国尧法国尧加拿
大等欧美发达国家袁铝合金导线占全部
电缆的使用比例高达 90%遥 在中国袁铝
合金电缆虽刚刚起步袁 但发展迅速袁近
年来均保持了 3-5 倍的年增长速度遥
预计未来 5 年内我国铝合金电缆市场
将会高速发展袁 形成 2000 亿元以上的
市场规模袁市场需求前景非常可观遥

相比较起欧美发达国家袁我国众多
的铝合金生产企业实际上还处于起步
阶段袁 虽然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袁国
内线缆企业的研发实力和生产能力的

确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袁但是与国外的先
进水平相比袁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遥 此
外希望缺乏铝合金电缆行业标准和市
场秩序袁需要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标准
和规范市场秩序袁加快发展铝合金电缆
代替铜电缆的技术和产业遥

好消息是袁 目前 叶额定电压 0.6/1
千伏铝合金导体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曳
能源行业标准已上报审批袁预计下半年
可发布实施遥 毫无疑问袁相关行标出台
后袁将有利于铝导体电缆在国内市场的
推广遥

铝合金导体低压电缆或将成为下
一个投资热潮遥 据粗略统计袁国内已有
100 多家企业投资该项目袁市场一旦被
打开袁 相关产业又要面临新一轮的冲
击袁而电缆行业也将进一步陷入被动扩
张遥 但是需要引起警惕的是袁铝合金电
缆绝对不能盲目扩张袁电缆行业先后出
现过全塑市话电缆尧光纤电缆尧中压交
联电缆 CCV 生产线尧 高压超高压电缆
VCV 生产线等多次投资热潮袁 使原本
过剩的行业陷入更加严重过剩的深渊遥
非理性的无序竞争损害的不仅仅是用
户的利益袁 更使行业自身发展陷入被
动遥 有前车之鉴的教训袁铝导体电缆不
能再成为下一个产能过剩的行业遥

渊来源院中国行业研究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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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降至近年低点 融资铜隐患悄然化解

2018 年国内铝合金电缆行业或达千亿规模
渊上接第 1 版冤

2012 年袁 民营企业
500 强前五大行业仍
然以制造业为主袁主
要集中在建筑业尧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尧批发业尧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尧有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遥 行业结构的变
化袁 反映出经济转型
升级已取得一定成
效院 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尧 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企业
数量有所下降袁 但仍
占主导地位遥

2012 年袁中国民
营企业 500 强成本压
力明显增大遥 为适应
形势变化袁 做强做大
企业袁 民营企业迫切
需要从主要依靠资源
消耗和投资驱动向主

要依靠资源节约和创新驱动
转变袁从传统产业低端低附加
值生产方式向现代产业高端
高附加值生产方式转变遥 民营
企业 500 强中袁有超过 70%的
企业制定了转型升级的详细
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袁有超过
60%的企业在 2012 年明显加
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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