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1 月 14 日袁申银
万国第三届有色金属论坛在江
苏饭店隆重举行遥 本次论坛由
申银万国期货主办袁上海有色
金属行业协会协办袁并得到上
海有色金属现货交易中心的特
别支持遥 会议的演讲嘉宾分别
来自同济大学尧申银万国期货
公司尧上海有色金属现货交易
中心遥 来自有色金属行业的
100 多名生产商和贸易商来宾
参加了本次论坛遥 上海有色金
属行业协会会长张敏祥先生和
申银万国期货公司副总经理袁
万勇先生分别为大会致辞遥

张敏祥会长介绍了会近期
的工作重点袁着重强调了协会

转型发展后的 5 大服务体系院
一是会展服务功能尧二是信息
交易功能尧三是技术检测功能
渊主要依靠与北京有色金属研
究院合作的上海有色金属工业
技术监测中心有限公司冤尧四是
培训评审功能渊包括有色行业
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66 号
站冤尧五是企业服务功能遥 通过
这些平台袁协会真诚地为行业
服务袁更好地促进有色行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遥

袁万勇副总经理指出袁十
八届三中全会后期货行业的创
新步伐不断加快袁申万期货全资
子公司申万智富投资有限公司
首批入驻自贸区袁 提供仓单服

务尧合作套保尧基差交易尧资产管
理尧投资咨询等五大类服务遥

随后袁 同济大学刘春彦教
授做了 野上海自贸区推动有色
金属行业全球化进程冶的演讲遥
他提出期货市场国际化的九个
标志袁 对几种模式的优势和劣
势做了具体的分析曰 以及上海
自贸区的成立对有色金属行业
的影响袁 并指出通过上海自贸
试验区的相关试验袁 形成可复
制尧 可推广的经验必将推动中
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袁 推动有色
金属行业全球化进程遥

上海有色金属现货交易中
心的刘斌副总经理做了 野再生
铅的市场前景冶的主题演讲遥他
对年底的铅价走势进行了分
析袁 并对上海废酸铅蓄电池的
回收业务做了介绍遥

通过举办有色金属方面的
系列高端论坛袁 申银万国期货
公司将更进一步依托集团实
力袁秉承野诚信服务尧开拓创新尧
追求卓越尧争创一流冶的理念袁
做深做细通道业务和投资咨询
业务袁 为有色金属企业提供优
质尧 切合企业实际的风险控制
方案和财富管理方案遥

渊供稿院申银万国期货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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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3 年 11 月 18 日袁 上海
有色金属工业技术监测中心有限公司
第一次股东会尧董事会尧监事会在上海
有色金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会议室召
开遥 会上产生了第一届公司董事会董
事院周旗钢尧孙泽民尧刘秋丽尧程帅尧刘
英袁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副院长周旗
钢当选为董事长曰同时袁产生了第一届
公司监事会监事院张敏祥尧姜珊尧何耀
祖袁协会会长张敏祥当选为监事长遥 会

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袁并经董事长
推荐尧董事会董事同意袁国家有色金属
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所副所长刘英当
选为公司总经理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
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施海清
当选为公司副总经理遥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党委书记尧
副院长王立民袁副院长张世荣到会祝贺
并讲话遥

本协会会长张敏祥指出袁 这次协

会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合作袁以
检测为载体袁充分依靠有色总院野国家
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及有色金
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冶 的技术
力量袁 体现了协会以科技为实体企业
服务的理念袁秉承了协会注重实效尧创
新服务的宗旨遥 他要求袁 新一届经营
班子在今后的工作中袁 要拓展工作思
路袁不断提高现有的管理水平袁实践中
央提出的 野经济升级版冶尧野改革升级

版冶尧野开放升级版冶袁要用好国企的牌
子袁民营的机制袁搞活经营袁争做中国
检测的野SGS冶袁达到股东与企业双赢
的局面遥

据了解袁该公司首期投资额为 650
万袁 其中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出资
320 万元袁占比 49.23%曰上海有色金属
行业协会出资 271 万元袁占比 41.69%曰
上海有协节能技术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出资 59 万元袁占比 9.08%遥

万众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
11 月 9-12 日在京举行袁 纵观十八届三中
全会袁国企改革尧资源改革尧金融改革尧财
税改革等几个方面都和有色金属产业有
着紧密的联系遥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日前表示袁目前
正在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袁争取十
八届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袁下一步将推动
企业在改制上市尧兼并重组尧项目投资等
方面袁研究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政
策措施袁根据放宽市场准入尧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改革要求袁推动企业在改制上
市尧兼并重组尧项目投资等方面袁积极引入
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袁全面推进国有企
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遥

2012 年有色金属产业产值 4.1 万亿
元袁 从业人员 246 万人袁 投资 5516 亿元袁
2013 年在我国有色金属行业 8490 家规模
以上企业中袁入围 2013 年野中国 500 强排
行榜冶的 33 家有色金属企业袁大部分都是大型国有企业遥有色
金属行业集中了全国最多的中国 500 强公司袁 其中占绝大多
数的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袁 表明我国有色金属国有企业通过
技术改革尧结构改革尧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升的空间很大遥

改革需要避免尧防止部分地区盲目上项目的行为袁监管国
有企业投资袁严格管理电解铝等有色金属产能过剩的投资袁推
动有色金属企业在兼并重组尧改制上市尧投资尧境外发展等方
面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袁完善法人治理和董事会建设袁建立健
全完善企业负责人责任追究制度袁 激发有色金属生产企业的
活力遥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整体不容乐观袁复苏艰难的大环境下袁
中国有色金属产业能否可持续发展袁 应当立足提升矿业发展
能力袁 钻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袁 打破国外专利封
锁袁立足当前袁深化改革袁推动国内外矿业共同发展袁以改革创
新推进有色金属产业野绿色冶可持续协调发展袁成为当前中国
有色金属企业发展的大方向遥 渊来源院中国有色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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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 参观实验室园区

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所所长孙
泽民陪同党委书记王立民 渊左冤尧 副院长张世荣
渊中冤参观新落成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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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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有色金属工业技术监测中心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周旗钢当选为董事长
第一届监事会 张敏祥当选为监事长
新一届管理层 刘 英 任 总 经 理

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