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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品行情
【铜价格走势】沪期铜 1611 合约开于 36750 元/吨，开盘后高
位录得 36850 元/吨，随后铜价直线跳水至 36530 元/吨，最终
沪期铜收于 36620 元/吨，跌 40 元/吨，仓增 2570 手。
【煤炭价格走势】神华 9 月 5500 大卡动力煤平仓价较 8 月涨
25 元/吨，至 460 元/吨，其余各煤种按单卡 0.084 元定价。8
月国内下水动力煤价格连续大幅上涨之后，目前北方港 5500 大
卡低硫煤平仓价已涨至 510 元/吨以上。
【金银价格走势】沪金主力开报 290.95 元/克，盘间最低下探
至 289.15 元/克，最高上涨至 291.00 元/克，最终收报于 289.85
元/克，持仓减少 342 手至 316822 手。沪银主力开报 4432 元/
千克，盘间最低下探至 4378 元/千克，最高上涨至 4432 元/千
克，终收报于 4390 元/千克。
【铝价格走势】9 月 8 日沪铝主力开于 12025 元/吨，沪铝承压
不断下探，收于 11925 元/吨，成交量减少 22102 手至 52434 手，
持仓量 5920 手至 24.1 手。运行区间 11890~12050 元/吨，现货
升水 100~140 元/吨。
【镍价格走势】9 月 8 日伦镍亚盘早盘开 10140 美元/吨，开盘
后伦镍震荡下行，低位至 10090 美元/吨，后逐渐企稳反弹，高
位至 10260 美元/吨，收盘报于 10225 美元/吨。 金川镍现货较
无锡主力合约 1610 贴水 50 元/吨至平水成交，俄镍贴水 400 元
/吨成交。
【锌价格走势】沪锌主力 1611 合约开盘于 18280 元/吨，短暂
摸高 18375 元/吨后开启跌势，放量下挫直奔 18000 元/吨大关，
低触 18030 元/吨。尾盘低位震荡，终收盘于 18090 元/吨。主力
合约成交量 21.7 万，持仓量增 1094 手至 31.2 万手。

上市公司
武汉钢铁与宝钢集钢铁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战略重组事宜，8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继续停牌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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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初步意向为钢铁行业资产，
范围尚未最终确定。
2016 年 8 月 30 日，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批准转销已计提的库存原材料、在产品、
产成品跌价准备人民币 47035.14 万元。批准计提原材料、在产
产品、产成品跌价准备人民币 15074.13 万元。
紫金矿业(02899)董事会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子公司新疆阿舍
勒与新疆有色物资同意在原铜精矿供货合同基础上，追加铜金属
供应量不超过 9000 吨，追加交易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公告显示，资金矿业是新疆阿舍勒的主要股东之一，现持有 51%
的股权。新疆有色物资是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而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新疆公司合共持有新疆阿舍勒的
34%股权。

行业动态
SMM 网讯：9 月 7 日，据彭博社报道，中国第二大铝生产
商中国铝业(601600)预测铝价今年下半年将在每吨 1.18 万元-1.3
万元之间，中国铝业还称，该公司自从 2013 年以来已大幅度削
减员工数量。
SMM 网讯：从煤炭到钢铁，去产能攻坚战不断推进。近日，
甘肃省上市公司酒钢宏兴，将其全资子公司酒钢集团榆中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的两座产能共 240 万吨的高炉正式关停，压减生铁
产能 100 万吨，粗钢产能 140 万吨。
四川省会理县拉拉铜矿接替资源勘查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提
交大型铜矿产地 1 处，新增铜金属储量 64 万吨。目前，这一找
矿成果已通过国土资源部专家评审。拉拉铜矿是西南地区最大的
露天铜矿山，也是国土资源部找矿科研及矿产开发利用示范基
地。
今年 6 月，工信部、财政部批复《包头市稀土产业转型升级
试点方案》，从 2015 年起，3 年内将给予近 10 亿元的资金支持，
力争到 2017 年年底，把包头打造成全国最大的稀土新材料、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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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示范基地。

相关资讯
9 月 5 日下午，矿业公司总经理李强主持召开了皖投鹤柏年
矿业有限公司三次股东会暨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就相
关制度、人事变动、财务状况及下步工作经营目标等进行了表决，
并明确提出在当前矿产行业低迷时期，2016 年皖投鹤柏年矿业
经营净利润确保 300 万元。
央行继续变相去杠杆 三座大山压制货币宽松。中国人民银
行 7 日对 15 家金融机构开展 MLF（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共 2750
亿元，其中 6 个月 1940 亿元、1 年期 810 亿元，利率与上期持
平，分别为 2.85%、3.0%。分析认为，央行拉长资金投放期限
的意图进一步彰显，继续变相去杠杆。
今国内进口锰矿价格高位运行，矿商报价坚挺。天津港南非
锰矿试探性上涨 1 元/吨度，钦州港澳洲锰矿也有微涨的倾向，
业内对后市行情看好，挺价心态浓厚。下游硅锰市场今日价格有
所下跌，市场弱势运行，价格恐难上涨，但对锰矿而言，仍难以
成其价格下跌的支持力。
国务院大督查在即 地方紧急部署稳增长。据悉，本次督查
将涉及到今年以来国务院稳增长政策的落实，以及供给侧改革的
落地、实施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问题。主要目的是确保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根据安排，国务院的 15 路督查组，
将从 9 月 18 日起，通过 2 周时间，分别前往 31 个省市自治区督
查经济运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