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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亭铝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种
高精度尧 高质量尧 高性能的合金铝带尧铝
板袁企业占地面积 25000 平方米袁现有员工
115 余名遥

目前所生产的产品主要集中应用在电

子器件爱你尧照明尧民用窗饰尧汽车制管尧制
笔和化妆品等领域遥 年产量 7200 余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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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金属镍市场回顾及下周行情预测
上周 LME金属镍库存变化情况院
2013年 11月 11日 239994吨袁 减少 102吨曰
2013年 11月 12日 241716吨袁增加 1722吨曰
2013年 11月 13日 241596吨袁减少 120吨曰
2013年 11月 14日 243150吨袁增加 1554吨曰
2013年 11月 15日 244818吨袁增加 1668吨遥

上周总结院
上周渊11.11要11.15冤国内第十八届三中全会

圆满结束袁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也
尘埃落定袁但是创新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支持非
公有制经济的各项利好消息并未给金属市场带
来支撑袁相反伦镍库存上周的大幅增加给伦镍价
格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遥 上周四袁美联储候任主席
耶伦在参议院讲话中偏于宽松袁并且暗示了美国
的宽松背景仍将维持一段时间袁这给金属市场注
入了一剂强心针袁伦镍价格在上周后半段有所企
稳袁 结束了此前的九连阴并且在周五收盘重回
13800 美元上方遥 从技术面来看袁伦镍在上周跌
破 13800 美元之后袁走势基本上已经偏弱袁并且
在此位置成交有所活跃袁上周后半段的止跌回升
仅仅是在连续下跌之后的盘整需求袁 上方 10 日
均线的压力比较明显袁 加之整个 10 月份的镍金
属量供应大增袁后市依然不容乐观遥

下周预测院
本周 渊11.18要11.22冤 没有较重要的消息面数

据袁美国的 FOMC 会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袁以及
欧洲将要公布的 PMI 数据值得投资者适当关注袁
料对伦镍价格的走势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遥 目前袁国
内的三中全会已经圆满落幕袁美国的持续宽松也基
本符合市场的预期袁因此国际经济环境产生的消息
面影响可能会有所减弱袁伦镍的价格走势又重回基
本面和技术面的影响遥伦镍库存的持续增加将给接
下来的伦镍价格走势继续形成压力袁 从上周来看袁
库存的增加幅度继续放大袁市场对于基本面的判断
依然偏弱袁交货意愿较强遥从技术面来看袁上周后段
的价格回升并未带动低位的积极买盘袁相反成交量
较周一下跌时有所缩小袁由此可以判断袁目前的价
格仅仅处于止跌回调的盘整阶段袁投资者不应过分
乐观遥个人认为袁上方十日均线的压力较强袁伦镍在
本周开盘可能会在五日均线附近企稳袁价格继续小
幅回升袁但是在十日均线附近将会形成重要的方向
选择袁盘整之后承压向下的可能性较大袁因此袁投资
者可以耐心等待价格在十日均线附近做空袁以
14000 美元的整数位置为止损点袁下方有望触及前
期的低点13525 美元袁并形成一定的支撑遥

渊供稿院上海渊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刘梦宇冤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钛白粉行业分会秘书长
郭欣荣近日对 叶钛白粉
行业准入条件曳渊修订版冤
进行注释与说明袁称野准
入冶概念由野门槛式冶约束
调节功能提升为 野筛分
式冶指导评价功能遥 业内
人士分析袁 准入条件提
高后袁 将促进钛白企业
兼并重组的步伐遥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理事长孙莲英介绍袁当
前中国钛白粉面临着诸
多问题袁 其产品结构仍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袁
企业应该在如何转型尧
如何重组上下功夫遥

行业结构性过剩问
题凸显袁 企业开工及盈
利情况不乐观

据悉袁 当前我国拥
有钛白粉生产企业 50
多家袁 全国各地均有分
布袁 其中大量中小企业
集中在缺乏资源优势的东部地
区遥而我国钛矿资源主要集中于
西南地区袁国内最大的钛白粉生
产企业四川龙蟒目前的产能也
仅 30 万吨袁国内 10 万吨以上钛
白粉生产企业仅 9 家袁整个行业
还处于较为分散的发展时期遥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钛白粉
行业分会理事长谢湘云在会议
上表示袁今年以来袁国内钛白粉
需求增长缓慢袁钛白产能继续增
长袁进口增幅较大袁结构性过剩
问题愈加突出曰与此同时袁钛白
粉价格整体处于下跌通道袁目前
钛白粉价格较今年年初已下降
了 15%遥

此外袁国内钛白粉企业开工
情况及盈利情况均不容乐观遥谢
湘云透露袁据统计袁今年国内钛
白粉企业开工率约为 66%袁钛矿
企业开工率为 95%袁钛渣企业开
工率为 35%左右袁 预计今年有
20%以上的盈利外袁其他钛白企
业大多经营十分困难遥

另一方面袁钛白粉行业也面
临着日趋严厉的环保问题遥 野随
着钛白粉污染事件的曝光袁环保

政策的收紧预期越发强
烈袁 停产整顿的力度越
来越大袁 结构调整产业
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遥冶
上海好颜料超市总经理
蔡绪波称袁野去产能化有
望在一定程度内实现遥冶

钛白企业兼并重组
步伐将加快

据悉袁叶钛白粉行业
准入条件曳是野十一五冶
期间袁 以野控制增量尧优
化存量冶 为主导的国家
钛白粉产业政策体系
中袁 管控政策的一项重
要组成部分遥

郭欣荣表示袁与钛
白粉产业关联条款对
叶钛 白 粉 行 业 准 入 条
件曳中野准入冶概念赋予
了新的政策高度和要
求袁即由野准入门槛冶的
限制属性提升为野规范
达标冶的指导调整的操
作性法规遥

对此袁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袁
这将进一步促进国内钛白企业
兼并重组的步伐遥

野根据国外发展经验袁钛白
粉行业并购重组走向集中是大
趋势袁在未来 5耀10 年内袁钛白粉
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将更为频繁袁
国内必将出现 3耀5 家 30 万吨级
以上的钛白粉企业遥冶蔡绪波称袁
野我国钛白企业正在由粗放型经
营的模式袁向密集化尧集约型的
生产运营模式转变遥 冶

他并预计袁 随着环保升级袁
钛白粉行业势必将和欧美地区
一样经历去产能化过程袁催生行
业升级提高氯化法比例袁行业集
中度提升袁有话语权的龙头企业
逐步出现遥

北京东方昊炅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尧 总经理邓捷也持
相同观点遥 他认为袁 从形式上来
看袁15-20 家具有潜力的生产企
业将逐渐形成曰而从规模上来看袁
将催生中国龙头跨国企业和产业
集群雏形袁并形成 10 万吨以上氯
化法钛白规模化生产遥 渊来源院大
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冤

野虽然作为国家重大安全战略袁国家收储
稀土不会提前向市场公开袁 官方也未明确表
示将委托几家企业进行稀土收购袁 但四五家
国家企业均在近期挂牌收购稀土袁 其意图也
值得思索遥 冶一位分析师对记者表示遥

近期关于国家开始收储稀土的消息被市
场人士热议袁有业内人士大胆预测袁最快本月
底就将开启国家收储遥 而 10 月以来袁具有稀
土收储资格的企业如包钢稀土尧中铝稀土尧广
晟有色尧赣州稀土尧五矿稀土等先后挂牌向市
场收购稀土遥这和以往官方收储之前袁企业均
预先向市场收购的情况雷同遥

集体调高挂牌价格
野包钢稀土二次调整挂牌价格袁这是由于

国家收储的价格不理想袁想把价格拉上去袁以
便获得多一些的利润遥冶我的有色金属网分析
师李青对记者表示袁从几大稀土企业来看袁以
包钢稀土为首袁 在调整了主要稀土产品价格
后袁其他企业都和它保持了相对一致遥

11 月 11 日袁 包钢稀土官网再次公开挂
牌稀土氧化物价格袁其中袁氧化镨钕 40 万元/
吨尧氧化镨 65 万元/吨尧氧化钕 38 万元/吨尧
氧化铕 560 万元/吨遥这一价格比 10 月 31 日
该公司第一次公布的价格有所提高袁 上涨幅
度在 5%-12%之间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去年国家收储之前袁包钢
稀土就曾在 1 个月内两次变动挂牌价格遥 因
此袁 市场对包钢稀土的二次调价普遍倾向解
读为野更加明确了国家收储稀土的预期冶遥

而在包钢稀土 10 月 31 日首次公布挂牌
价以来袁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袁 包括五矿稀
土尧中铝稀土尧广晟有色尧赣州稀土集团在内的
4 家公司袁都相继公布了各自稀土的挂牌价遥

不过分析师边杉杉表示袁 要提振现货市
场还是要靠真实的市场需求遥

野由于市场上稀土供应过剩袁若国家在今
年底实施稀土收储战略袁 对提振市场信心大
有好处袁不过对于企业来说袁由于往年收储时
往往要在收储之后的半年左右才会对企业进
行支付袁会对企业造成较大的资金压力袁如能
改善相关条件袁 企业会更希望参与一整条的
收储链条遥 冶边杉杉告诉记者遥

备战国家收储
野从目前市场上主要稀土产品的价格来看袁

如果是为了维持稳定价格袁让市场行情止跌袁目
的已经达到遥 但现在下游需求还是比较疲弱袁主
要企业再提价格也不好成交袁现在再次提价格袁
看来几大企业是想拉升价格袁 现在目的也没达
到袁很可能还会再次出挂牌价格遥 冶李青表示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稀土协会人士表示袁
去年国家收储的产品主要是包括轻稀土 1.8 万
吨尧氧化铕 50 吨尧氧化钇 1500 吨尧氧化镝 300
吨尧氧化铽 60 吨袁但是一直也没有完全公开遥

而国泰君安此前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袁今
年国家收储稀土的整个收储盘子将有百亿
元袁且主要是中重稀土遥

野国家收储稀土大致靠谱袁但主要问题是
如何制定更好的制度袁 一是在以往的收储过
程中袁 形成了大企业联合挂牌抬高收购价而
市场成交价较低的情况袁 这从提振稀土产品
市场价格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实现目的曰二是袁
企业将产品卖给国家后袁回笼资金较慢袁虽然
是高于市场价袁但压力也比较大遥 冶边杉杉对
记者表示袁 目前几大企业挂出的主要产品价
格为氧化镨钕 40 万元/吨袁 而市场价则约为
33.5 万元每吨遥 渊来源院华夏时报冤

稀土收储前夜企业集体抬价
本 月 底 或 开 启 国 家 收 储

1尧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不仅是不断有新的产品推

出袁 更重要的是要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袁
不断提高产品的适应性尧稳定性袁把产品
质量做到极致遥 同时袁要在保证产品质量
的前提下袁把产品的成本尧消耗降下来袁提
高劳动生产率袁把管理做到极致遥 那么最
佳的策略选择就应该是寻求主动创新遥
2尧企业管理

应当建立一套规范化的管理制度袁
打造客户管理平台尧技术管理平台尧协同
办公平台袁这是企业的基础工作袁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袁可繁可简袁但制定制度
时所依据和植入的理念与员工所具有或
愿意接受的理念必须高度一致袁 否则制
度将难以执行遥
3尧企业文化

品牌本身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品位袁
在市场竞争中企业没有特色品牌袁 就谈
不上经营特色袁也就很难发展壮大遥如果
有了品牌特色袁 既增强了企业员工的自
信心袁也增强了消费者的信任袁更增强了

企业的竞争力遥但要建立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袁是一
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袁决非一朝一夕之事遥
4尧品牌的战略规划

在深入了解企业的财力尧规模与发展阶段袁产品
或服务的特点尧消费者群体尧竞争格局等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袁 按成本低又有利于企业获得较好的销售业
绩尧利润来制定实现培育强势品牌的战略目标遥

红土镍矿酸浸渣利用
工艺一举多得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
合利用研究所对金川红土镍
矿酸浸渣进行了详细的工艺
矿物学研究袁查明了样品的化
学成分尧矿物组成尧粒度特征
及矿物工艺性质袁为金川红土
镍矿酸浸渣综合利用奠定了
矿物学基础遥

根据矿石性质袁中国地质
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对酸浸渣进行了重选尧 磁选尧
水洗尧碱水处理尧还原焙烧尧氧
化焙烧等处理遥重选渊淘洗冤可
将 三 氧 化 二 铬 富 集 到
26.48%袁 水洗将大于 2/3 的
镍尧钴溶于水中回收袁同时回
收硫酸镁袁水洗尧重选渊淘洗冤尧
水 筛 分 级 使 铁 分 别 富 集 到
40%尧41%尧44%渊小于 0.04 毫
米粒级冤袁 但有害杂质硫含量
大于 2%遥 酸浸渣尧水洗渣及其
加料在不同温度下还原焙烧袁
赤铁矿被还原为金属铁尧方铁
矿尧磁铁矿袁硫酸盐分解的硫
与铁生成陨硫铁遥

本项目开发的酸浸渣利
用工艺流程简单尧经济尧合理尧
无废弃物袁使红土镍矿得到了
完全利用袁 既充分利用了资
源袁又不污染环境袁为红土镍
矿大量开发利用提供了一个新
的途径袁 具有较广泛的推广应
用价值遥 渊来源院中国矿业报冤
京唐第一卷电镀锡卷

成功下线

首钢京唐公司日前成功
下线第一卷电镀锡卷遥 带钢规
格 0.3伊1000 毫米袁钢卷外形整
齐袁表面光洁袁质量合格遥

镀锡板俗称马口铁袁指两
面镀锡的冷轧薄钢板袁技术含
量高尧生产难度大遥 它将钢的
强度和成型性与锡的耐蚀性尧
易焊性和美观的外表结合于
一种材料之中袁具有耐腐蚀尧
无毒尧强度高尧延展性好的特
性袁广泛应用于食品尧饮料尧
油脂尧化工尧涂料尧油漆尧气雾
罐尧瓶盖及其它许多日用品的
包装中遥 渊来源院首钢冤
海南首艘百吨铝合金

船儋州开建

日前袁从海南省儋州市海
洋与渔业局获悉袁海南省首艘
百吨级铝合金船体的渔政船
在位于儋州市白马井镇的海
渔集团修造船厂开工建设遥

据了解袁这艘百吨级渔政
船设计总长 38 米袁 型宽 6.6
米袁高 8 米袁航速为 16.7 节袁总
体造价 780 万元遥 建成后袁将
是儋州市渔政执法船中投资
最大尧动力最强尧设备最先进
的执法船遥 船体构造为钢质焊
接结构袁甲板为铝合金焊接结
构袁单底尧单壳尧双机尧双桨都
属铝合金建造袁具有良好的操
纵性和回转型遥

渊来源院国际旅游岛商报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