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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总结渊10.13要10.17冤院
镍矿市场院

上周伦镍并未在市场预期那样再低位盘整筑
底袁而是再创新低袁无疑给现货市场再次造成较大打
击遥 上周镍矿报价也因伦镍及镍铁价格下跌受到影
响遥 截止上周五袁NI1.6 市场主流价 480袁环比下跌 30
元遥 NI1.8 市场主流价 660袁环比下跌 50 元遥 NI1.9 市
场主流价 710袁 环比下跌 40 元遥 NI2.0 市场主流价
770袁环比下跌 50 元遥 上周整体中高镍矿市场影响较
大遥 市场基本无询盘遥 究其主因袁还是不锈钢产业链
需求不景气所致袁上周浦项以 1100 元价格招标高镍
铁来试探市场动态袁不想镍铁厂报盘踊跃遥 后续此钢
厂继续打压价格袁最终在市场以 1060 元的价格拿货
2000 吨袁此举也让铁厂倍感压力遥加上伦镍上周单边
下跌弱势袁市场悲观情绪加重遥 镍矿与镍铁价格倒挂
进一步加深遥 铁厂无奈停产观望袁等待市场进一步的
信号出现遥 据了解袁市场有部分矿贸商在 6-7 月份镍
矿托盘袁周期 3-6 个月袁矿价基本都是在高位拿进袁
据测算已亏损过半遥 随着部分镍矿托盘时间的临近袁
矿贸商是否再进行托盘比较纠结遥 这也是为什么近
段时间镍矿价格相对镍铁一直坚挺的主因遥

上周外盘市场以中高镍矿报价下滑幅度较大遥
低镍高铁矿报价无变化袁NI1.5%CIF54 美金环比下
调 3 美金遥 NI1.6%5 美金环比下调 4 美金遥 NI1.8%83
美金环比下调 8 美金遥 随着伦镍市场接连创下新低袁
菲律宾镍矿报价居高不下的格局有所改变袁 作为市
场野宠儿冶的 1.8 菲律宾矿报价接连下调袁主因国内镍
铁厂频到挤压袁 致使铁与矿价格倒挂情况一致并未
改善遥 但值得注意的是袁随着菲律宾镍矿主产区进入
冬季雨季遥并且年度出口量已经完成遥接下来菲律宾
期货市场关注度或降低遥

综述院本周镍矿市场仍然以弱势走势主导遥 近
期铁厂对于镍矿报价无人问津袁伦镍持续单边市下
跌致使市场弥漫悲观情绪袁但值得注意的是袁随着
部分矿贸商在 6-7 月份将 5 月份或早前的镍矿重
新选择托盘袁周期 3-6 个月袁测算已经损失过半遥 并
且随着伦镍近几个月出现较为大幅的下跌袁势必会
对矿贸商追加保证金遥 接下来矿贸商资金方面或趋
紧袁本月下旬开始到春节前或许不乏矿贸商为回笼
资金进行低价走货现象遥 矿价下跌速度及幅度或进
一步加大遥 虽说菲律宾进入雨季袁但是目前国内港
口镍矿库存供应仍偏宽松袁所以菲律宾雨季对于目
前去库存化的影响并不大遥 故接下来镍矿与镍铁倒
挂现象或有所改善袁镍矿去库存速度或在年末有所
加快遥

镍基料市场院

本周镍基料仍未止跌势袁 各品味镍铁仍显断崖
式下跌袁低镍铁与废料虽下跌幅度不大但仍显跌势遥

具体分析袁首先伦镍本周重开下跌窗口袁下方已无
明显止跌平台遥其次受钢厂减产消息影响袁钢厂采购量
以及采购价格均有大幅下调遥 张浦本周最低以 1060
元/镍采购刷新市场新低袁比较明显的出现各大钢厂打
压镍铁价格的趋势遥同时北方地区再次面临环保整顿袁
11 月份北京将迎来 2014 年中国 APEC 会议袁 镍铁主
产区内蒙地区 16500KVA 以下的矿热炉将全部被停
产遥 从各方面来看镍铁市场行情仍旧不容乐观遥

废钢和低镍铁方面袁 虽然两者整体下跌幅度小
于镍铁袁但在不锈钢厂整体减产袁停产的大环境下袁
市场成交仍旧比较平淡遥 在供需面都比较清淡的行
情下袁只有等待伦镍都指向性品种止跌回升后袁废钢
与低镍铁行情才可能稍有起色遥
电解镍市场院

上周国内现货市场低位震荡袁 由于企业资金压
力袁下游仍然未有明显的采购意愿袁国内现货市场价
格累计下跌 6800 元/吨袁 金川出厂价累计下调 7000
元/吨袁市场情绪比较悲观遥 上周公布 8尧9 月份大中
城市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出现恢复袁 政府对于房地产
行业的救市政策效果明显袁在整体萧条的大环境下袁
该数据的公布也许会成为不锈钢和基本金属市场的
一根救命稻草袁 目前国内保税区镍库存正在逐渐减
少袁若下游行业能有所回暖袁将会继续加快国内去库
存化的进度袁对镍价的走势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遥

本周我们判断伦镍价格将会继续试探 15500 美
元支撑袁上方压力 16500 美元袁现货价格在 10 万附
近会有所支撑遥

伦镍期货市场院
上周伦镍经历 16500 美元附近的短期盘整之后袁

并未如预期形成阶段性的底部袁 而是继续出现新一
轮的下跌袁仅周三尧周四两天累计跌幅 1150 美元遥 伴
随着伦镍进一步下跌袁LME 镍库存也出现了大幅的
上扬袁周二更是出现四千吨以上的增幅袁目前由于国
内青岛港事件的影响袁 融资难度增加袁 国内向 LME
交仓现象越来越集中袁 大幅增仓的交割库也主要集
中在韩国和新加坡袁 国内保税区仓库的库存在逐渐
减少遥 正是由于现货商的大量交割袁直接影响到了伦
镍价格的偏弱走势遥

消息面上袁 整个上周全球金融市场都沉浸在恐
慌之中袁 目前欧美中经济复苏受阻最大的影响到了
基本金属的走势袁基本金属的走势仍然偏弱遥

技术面上袁上周伦镍价格从 16500 美元附近的盘
整区间打破之后袁一路下跌至 15500 美元附近袁最低
15340 美元遥 上方均线压力比较明显袁尽管上周五价
格止跌企稳袁但是目前日 K 线继续呈现空头排列袁下
行风险较大遥 从日线级别来看袁上周的急跌行情异于
此前的单边下跌走势袁受消息面和库存的影响较大袁
跌幅也有所减小袁 价格能否重回 14000 美元已经成
为市场的猜测焦点遥
下周伦镍期货市场预测渊10.20要10.24冤院

本周消息面焦点院本周一至周四袁国内将会召开
十八届四中全会袁 本次会议有望针对企业经营风险
和市场面临的制度环境问题进行讨论袁 贸易市场的
一些融资边缘问题也将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袁 这对
经济市场将会形成重大的影响袁 尤其是对基本金属
现货贸易的影响袁值得投资者关注袁期货市场的价格
走势也将会受此影响遥同时袁中国的三季度 GDP 和 9
月经济数据也将在本周密集公布袁除此之外袁还有美
国的 9 月份 CPI遥 印尼方面袁未来几周印尼方面的政
策因素将会逐渐清晰袁 我们预计对于印尼禁矿政策
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不大袁 但是否会对于当地的矿
业投资保障方面及税收方面是否有一定的变数存在
需要密切关注遥 从技术面来看袁目前伦镍价格已经呈
现弱势袁野金九冶已去袁市场对野银十冶也不抱有太大的
希望袁 伦镍仍然存在较大的下行风险遥 值得庆幸的
是袁上周在跌破 15500 美元之后买盘逐渐增加袁因此
在该价格附近仍然有较大的多头支撑价格袁15500 美
元也是短期内的价位关注重点袁若能站稳袁在国内四
中全会的消息面影响下袁本周将会有小幅的回调袁上
方压力 16500 美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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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尔斯窑罗伊斯碳钛合金
风扇叶片首次装机试飞

英国罗尔斯窑罗伊斯大中
华区日前表示袁由该公司生产
的 advance 和 ultrafan 飞机发
动机碳钛合金复合材料风扇
叶片进行了首次装机袁并完成
了成功试飞遥

与罗尔斯窑罗伊斯的第一台
遄达发动机相比袁advance 发动
机的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至少降低 20%袁 并有望于 2020
年投入服务遥 ultrafan 是一种带
有可变螺距风扇系统的变速设
计袁 所采用的技术有望于 2025
年投入应用袁油耗和排放比第一
代遄达发动机至少降低 25%遥

罗伊斯试飞员 marklewis
表示院野本次试飞非常成功袁装
配碳钛合金风扇机组的演示
发动机表现完美遥 我们希望在
下一阶段能对该系统开展更
加严格的测试遥 冶

碳钛合金技术降低了风
扇叶片的重量袁同时保持了叶
片的空气动力学性能遥 此项技
术与复合材料发动机机匣相
结合袁使每架飞机的重量降低
1500 磅袁相当于在不增加成本
的前提下多搭载 7 名乘客遥

渊来源院 中国科学报冤
三星 SDI率先

研发可弯曲电池

为迎合可穿戴设备市场潮
流袁三星 SDI 推动技术发展袁并
在全球率先研发出可弯曲电池袁
该电池可任意弯曲或卷曲遥

据三星 SDI方面介绍袁技术
人员曾经对该电池进行过数万
次的弯曲试验袁确定产品运行状
况良好遥 在未来的几年内袁三星
SDI还将开发出安全性更高的产
品袁并确保能够大量投入生产袁以
用于多种的智能机器之上遥

此外袁 该公司还展出了新
一代电池超小型 Pin 电池遥该电
池直径 3.6 毫米长约 20 毫米袁
只有一粒胶囊的大小袁容量却高
达 10mAh袁 可以被用到 Pin 输
入器等需要超小型电池的各种
可穿戴设备中遥 渊来源院腾讯冤

桂阳工业园有色金属
冶炼首个产业项目开工

近日袁桂阳工业园有色金
属冶炼项目加工区国电金缘
黄金项目举行开工庆典仪式遥
国电金缘黄金项目是桂阳工
业园有色金属冶炼项目加工
区落地开工的第一个产业项
目袁也是推动郴州市有色金属
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遥

国电金缘黄金项目由北京
国电康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袁 项目计划用地约 600 亩袁总
投资 10 亿元袁 主要生产金锭和
锑白袁设计年产黄金 5 吨尧锑白 2
万吨尧硫酸 4 万吨及银尧铜等稀
有贵金属袁预计项目投产后年产
值可达 30 亿元袁创利税 5 亿元袁
提供就业岗位 1000 多个遥
渊来源院湖南省商务公众信息网冤

日期 金川镍渊元/吨冤 俄罗斯镍
渊元/吨冤

金川公司出厂价
渊上海冤渊元/吨冤

2014.10.13 113600 左右 113200 左右 113600
2014.10.14 113600 左右 113200 左右 113600
2014.10.15 112500 左右 112000 左右 112500
2014.10.16 106800 左右 106500 左右 112500
2014.10.17 106800 左右 106500 左右 1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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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金属镍市场回顾及下周行情预测
镍铁品味 当前报价 本周均价 上周均价 涨跌 幅度

10臆Ni臆15 1100-1120 1130 1160 -30 -2.59%
4臆Ni臆6 1120 1140 1170 -30 -2.6%
6臆Ni臆8 1110 1130 1160 -30 -2.59%

1.6臆Ni臆1.8 2480 2488 2530 -42 -1.66%

上海晶盟硅材料有限公司地处上海青浦出口
加工区内袁 是台湾上柜公司合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转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袁公司专业从事研发尧设
计尧生产 6-8 英寸硅外延片遥 合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系一家世界知名的硅材料供应商袁 位列全球
第七遥

上海晶盟硅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6
月袁投资总额 15000 万美元袁注册资本 5600 万美
元遥厂区占地面积 70 亩遥公司现有员工 230 人袁大
专以上学历占到 70%以上袁 并拥有一支国际上有
名望的资深技术专业团队遥

上海晶盟主要生产 6 至 8 英寸硅外延片尧埋
藏层外延片袁其中 8 英寸硅片产量达到 50%以上袁
主要销往欧洲尧美国尧日本尧韩国尧台湾等全球二十
几个国家和地区袁 主要客户为 IR尧ST尧Rohm尧
Samsung尧tsmc 等国际知名企业遥

公司目前拥有的 ASM 外延炉尧LPE 外延炉尧
NUFLARE 外延炉袁及若干专业检测设备袁均为当
今世界最先进的外延设备袁 公司不仅具有先进生
产设备袁 还采用世界先进的生产管理系统以确保
产品品质的严格管控与提升遥至 2012 年底公司投
资规模已达外延炉 58 台袁月生产能力折 6 英寸达
到 25 万片/月袁 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专业外延生
产厂家遥
地 址院 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 8228 号二区 48
号
联系人院鲁臻
电 话院021-59702007
传 真院022-59702535
网 址院waferowrks.com

上海期货交易所有关人士最近在镍锡
期货培训会上透露袁镍锡期货上市材料已经
上报证监会袁预计年内上市遥在镍锡上市后袁
六大基本金属将全部实现在上期所上市遥待
运行平稳后袁镍尧锡将纳入上期有色金属指
数期货遥

近日袁上期所举办了针对期货公司的镍
锡期货培训遥会议就镍锡期货合约草案制定
情况同期货公司交流了意见遥 据悉袁镍期货
交易单位为 1 吨/手袁 最小变动价位为 10
元/吨袁最小交割单位为 6 吨袁涨跌停板幅度
为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 4%袁 最低交
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 5%袁采用实物交割遥锡
期货类似袁交易单位为 1 吨/手袁最小变动价
位为 10 元/吨袁最小交割单位为 2 吨袁涨跌
停板幅度为 4%袁最低交易保证金为 5%遥

目前镍市价 10 万-11 万元/吨袁锡市价
14 万元/吨袁按照 10%的保证金计算袁镍的
交易门槛约 1 万元袁锡约 1.4 万元遥

上期所人士称袁 上述方案仅是草案袁最
终方案以批准之后的方案为准遥

镍尧锡上市后袁将直接对接连续交易制

度袁即上市即开设夜盘遥
镍主要应用领域是作为合金元素用于

生产不锈钢尧高温合金钢尧高性能特种合金尧
镍基喷镀材料袁 其中大部分用于不锈钢行
业遥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镍生产国和消费国遥
中国原生镍占全球比例 36%遥 按 2014 年消
费量预计 90 万吨计袁 中国镍现货市场规模
超 1000 亿元袁在有色中仅次于铜尧铝遥

镍素有野妖冶镍之称袁因为其价格易出现
暴涨暴跌袁波动性甚至超过铜袁在有色中最
大遥 为此袁企业也希望通过期货市场锁定成
本遥 中财期货一位人士告诉上证报记者袁最
近来咨询镍上市的人比较多袁这个品种活跃
度可期遥

锡主要应用于锡焊料尧马口铁尧浮法玻
璃尧锡化工产品尧锡合金尧锡工艺品等领域遥
全球精锡产量在 34 万吨遥 其中中国精锡产
量占 47%袁产值 235 亿至 330 亿元遥 目前世
界上锡生产国集中在亚洲和南美遥前五位精
锡生产国分别是中国尧印度尼西亚尧马来西
亚尧秘鲁和泰国袁占全球精锡产量 86%遥

渊来源院上海证券报冤

镍锡期货有望年内上市
上期所将聚齐六大金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