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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铜研发野铜转子
电动机冶填补国内空白

日前袁云南铜业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研发纯铜
及高含铜合金电动机转子遥 据
了解袁该项研究历时近 10 年袁
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遥

经过 10 年努力袁云铜科技
成为国内唯一能生产铜转子的
企业袁技术水平世界领先袁而且
其产业化已初具雏形遥据介绍袁
把铜铸造成一个普通的铜转
子袁其附加值就有较大提升袁铸
造成航空航天领域用的铜转
子袁其价值就提升数倍遥

据了解袁铜转子的电动机
比目前普遍使用铝转子的电
动机耗能降低 7%左右袁 目前
全国电动机保有量有 17 亿千
瓦袁绝大多数传统电动机都在
国 家 叶电 机 能 效 提 升 计 划
渊2013要2015 年冤曳的提升改造
范围之内袁所以能耗低尧效率
高的铜转子具有较大市场空
间遥 渊来源院中国有色金属报冤
湖南水口山金铜项目
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湖南水口山金铜综合回
收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目进
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袁 目前袁其
前期子项目要要要精矿仓及配
料厂房尧临时道路两项工程已
正式开工袁项目核心工程将在
今年 7 月开工遥

湖南水口山金铜综合回
收项目是中国五矿入主湖南
有色投资后袁实施的第一个重
大项目遥 项目依托中国五矿大
量海外铜资源和水口山自主
研发的 SKS 炼铜法技术袁建设
国内铜冶炼综合回收基地遥 目
前袁项目所有行政审批手续已
完成袁并已累计投资 3.6 亿元遥
此外袁中国五矿近期成功收购
秘鲁野邦巴斯冶项目袁可为金铜
项目提供充足的原料保障遥

据介绍袁 金铜综合回收项
目将于 2015 年底全面建成投
产袁可年处理铜尧金尧银尧硫物料
55 万吨袁 年产一级阴铜 10 万
吨尧金锭 2.44 吨袁预计经营期
年均营业收入达 60 亿元尧创税
1.5 亿元遥 渊来源院湖南日报 冤

捷豹智能全铝架构
车型在中国首发

借助北京车展的平台袁捷
豹正式宣布 F-TYPE Coupe
高性能双座硬顶跑车在中国
上市袁XF 系列最具多功能性
的 一 款 车 型要XF Sportbrake
运动休旅车在中国首发遥

展台上的 C-X17 概念车
则昭示着捷豹的未来院 进军
SUV 市场以及车身结构轻量
化遥 C-X17 SUV 概念车首次
将智能全铝架构呈现在众人
面前袁 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尧实
现模块化的可扩展设计遥 据
悉袁首款采用智能全铝架构的
捷豹量产车型袁将是全新中型
豪华运动轿车捷豹 XE遥

渊来源院中国有色金属报冤

上周总结（4.28—5.2）：
镍矿市场院
据悉袁 印尼禁矿政策将近 4 个月

以来袁一方面使得菲律宾中高品镍矿价
格持续上调报价袁 目前 NI1.9CIF 报价
已经达到 105-107 美金袁 较禁矿政策
以来价格翻了一倍以上曰 另一方面袁迫
使国内矿贸商及镍铁企业为了长远发
展已经在考虑转型的问题遥目前国内宁
波明辉尧宁波杉杉物产尧陕西金刚等国
内几家贸易商已经或准备出国建厂遥国
内企业规模较小的镍矿贸商及镍铁企
业在手上已无货源的情况下袁选择停产
或转做其他金属袁另有部分贸易商看好
镍板市场从而涉足遥

综合来看袁在印尼政策无望松动及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袁同时印尼
建厂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镍铁才能量
产袁 镍矿及镍铁供应短缺的情况下袁今
年的镍板价格应有所带动遥接下来国内
现货供应短缺的情况下袁镍矿尧镍铁价
格依然会涨势依旧遥

镍基料市场院
4 月份整体看来袁镍铁市场上涨幅

度比较大袁尤其是高尧中镍铁主产区出
厂报价涨幅较大袁低镍铁相对来说价格
走势比较平稳遥

生产厂家方面袁印尼禁矿本月没有
本质的改变袁国内前期囤积镍矿逐渐消
耗袁港口镍矿价格报价逐渐坚挺袁惜售
情况普遍存在袁镍铁企业原材料采购方
面依然十分困难袁这也是推动本月镍铁
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遥 宏观方面袁
近期镍铁主产区山东及乌盟地区环检
工作趋紧袁政府淘汰落后产能镍铁企业
决心日渐增加袁故部分中小镍铁企业多
处于停产和减产的情况遥而镍铁生产大
厂近期产量也有所限缺袁综合来看高升
的镍铁价格并没有缓解镍铁企业的困
境遥

钢厂方面袁本月各家钢厂的高镍铁
采购价格相对于上月袁均有 250~300 元
左右的涨幅袁但相对于镍铁贸易市场仍
有部分的价格倒挂现象存在遥不算中间
的贸易费用袁钢厂的采购价格已完全没
有优势遥 故我们判断袁进入 5 月份之后
钢厂的采购价格将继续上调袁 稳定在
1350 元/镍附近遥

综上所述袁整个 4 月份镍基料市场
还是呈现涨势为主袁尤其是高镍铁爆发
式的增长让市场有些始料未及遥在目前
伦镍市场高位震荡的情况下袁我们对于
5 月份镍基料市场的判断还是以上涨
为主袁但涨幅可能稍许放缓遥

电解镍市场院
上周金川公司受伦镍区间盘整和

五一假期影响袁出厂价格出现了小幅的
回落袁周内累计下调 2700 元/吨袁但是
市场价格并未因金川公司的调价受到
影响袁周内也有比较积极的报价袁甚至
高于金川出厂价袁可见目前金属镍的现
货市场贸易商的看涨情绪依然存在袁但
整体成交非常清淡袁看涨看跌镍金属的
观点都存在遥上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紧
张局势再一次成为市场焦点袁市场俄镍
库存减少袁俄镍与金川镍的市场价差进
一步缩小袁周内最小到达 500 元/吨袁但
是受到下游终端采购谨慎的影响袁价格
依然无法如镍矿和镍铁一般大幅上涨遥
目前受整个下游终端资金紧张和库存
不断增加的影响袁金属镍现货价格依然
得不到有效支撑遥

目前镍矿受印尼禁令的影响依然
持续袁 因此在接下来的市场判断中袁我
们依然看多镍金属遥整个 4 月份金属镍
现货价格整体上涨 21100 元/吨袁 涨幅
超过 20%袁 俄镍与金川的市场价差从
1000 元/吨拉近到最低的 500 元/吨袁
我们有理由相信袁在接下来的国际局势
紧张以及原矿供应减少的情况下袁俄镍
的投资机会逐渐显现袁这也将带动金属

镍现货价格的整体上行遥
下周伦镍期货市场预测（5.5—5.9）：

从技术面来看袁伦镍将继续维持震
荡偏强的走势袁 上方有望突破前期
18715 美元的高点位置袁但是投资者仍
当关注量能的配合情况袁放量突破之后
方可多单介入袁 否则尽量以观望为主遥
目前我们对于伦镍后市依然维持继续
上行的判断袁从今年 1 月份印尼禁矿正
式生效袁 到上个月的印尼取消与 62 国
的投资协定袁这无疑是在加快全球原来
供应紧张的局面袁 并且该局面在印尼
10 月份大选结束前难以改变袁 导致国
内的镍矿库存正在消耗殆尽袁因此从供
需层面来看袁虽然目前国内下游需求并
未完全启动袁但是供应面的紧张也将造
成价格持续上涨的局面遥 另一方面袁国
内环保政策的日益严格袁镍铁生产企业
势必面临整个行业改革的大洗牌袁这也
将减少国内不锈钢厂的原料供应袁从而
造成钢厂减产袁 并且不得不调整原料袁
采购电解镍板袁这也将会带动镍板的下
游需求袁从而有力支撑镍价遥因此袁从这
两方面来看袁我们有理由继续维持价格
上涨的判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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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袁商务部 30 日
发布 2014 年度第 25尧26 号公告袁决定
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袁对欧盟太阳能
级多晶硅(Solar-Grade Polysilicon)征收
反倾销尧反补贴税袁实施期限为 2 年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
例曳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曳袁
经调查袁商务部最终裁定袁在本案调
查期内袁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太阳能级
多晶硅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袁中国太
阳能级多晶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袁且
倾销尧补贴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袁依法实施反倾销尧反补贴措施遥
同时袁商务部裁定袁接受德国瓦克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价格承诺申

请袁瓦克公司将以不低于承诺价格向
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遥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
部裁决建议决定袁 自 2014 年 5 月 1 日
起袁对上述产品征收反倾销尧反补贴税袁实
施期限为 2年袁进口经营者在进口上述产
品时袁 应依据公告中列明的各公司税率
向中国海关缴纳反倾销反补贴税遥 瓦克
公司的价格承诺同日生效袁期限为 2年遥

本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产品归
在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曳院
28046190袁 该税则号项下用于生产
集成电路尧 分立器件等半导体产品
的电子级多晶硅不在本次调查产品
范围之内遥 渊来源院中新网冤

【镍钴会员之家】

上周金属镍市场回顾及下周行情预测

揖公平贸易铱

商务部：对欧盟太阳能级多晶硅征反倾销反补贴税

2013 年 2 月袁 经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揖人社厅函﹝2013﹞
52 号铱审查尧批准上海有色金属行
业协会设立有色金属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六十六站遥

六十六号职业技能鉴定站将
依据鉴定许可范围袁组织开展相
应职业渊工种冤的初尧中级渊五尧四
级冤认定袁初尧中尧高级渊五尧四尧三
级冤鉴定和技师尧高级技师渊二尧
一级冤考评工作袁通过相应等级
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将获得由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
发的尧印有国徽的全国通用职业
资格证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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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海亮股份财务总监陈东在
该公司 2013 年业绩说明会上表示袁
公司将继续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袁
主动退出低档微利尧 无利产品市场袁
集中优势资源提升海水淡化铜合金
管等高附加值产品销量遥

此外袁 总经理朱张泉还表示袁公
司在巩固现有市场的情况下袁不断开
发潜在市场袁 特别是在国内军工尧航

天尧航空尧航海等领域中实现重大突
破袁野2014 年计划实施的重点项目有
铜铝复合排项目尧铜盘管生产线水平
连铸工艺优化和合金铜锭铸造工艺
优化等冶遥

2013 年海亮股份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 亿元袁比
上年同期增长 23.55%遥

渊来源院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冤

2014 年 4 月 28 日袁 美国商务部
对华无缝精炼铜管材作出反倾销行
政复审终裁袁 倾销幅度为 4.50%~
60.85%袁涉案企业为香港金龙精密铜
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渊Golden Dragon
Precise Copper Tube Group,Inc.冤尧香
港金龙精密铜管国际公司渊Golden
Dragon Holding (HongKong)Interna鄄
tional,Ltd冤尧HongKong Hailiang Metal
Trading Limited尧 浙江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渊Zhejiang Hailiang Co.,Ltd.冤和上
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渊Shanghai Hail鄄
iang Copper Co.,Ltd.冤遥 中国普遍税率
为 60.85%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袁 美国商务部
对华无缝精炼铜管材进行反倾销行政
复审立案调查袁调查期为 2011 年 11 月
1 日耀2012 年 10 月 31 日袁涉案产品海
关编码为 74111010.30尧74111010.90遥

渊来源院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冤

上海欧姆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专业研发尧销售节能产品的高新技
术企业遥 目前已成功开发了多种节能
产品袁主要针对大型能耗用户袁产品
包括 DSM 电力需求侧管理系统尧余
热回收利用节能技术尧燃料增效剂尧配
电系统节电尧高校节能泵尧智能变频节
能技术尧照明节能等多种节能技术尧照

明节能等多种节能装置和方法遥
地 址院 上海市淞桥东路 111 号

2017 室
负责人院倪惠忠
电 话院021-56583199
传 真院021-60853479
网 址院www.omajn.com
E-mail院shjn8888@vip.sina.com

【会员单位介绍】

上海欧姆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对华无缝精炼铜管材作出反倾销行政复审终裁

【会员动态】

海亮股份将提升海水淡化铜合金管等高附加值产品销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