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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 

国际方面：德国 12 月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7.9，低

于预期，高于前值。法国12月制造业 PMI初值为 54.9，

低于预期和前值。日本 11 月进口同比增长 20.5%，，

低于预期；进口同比增长 43.8%，高于预期。 

国内方面：12 月 16 日，央行公告称，为维护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20%。当日 1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因此当日完全对冲到期量。商务部

发布数据显示，1 至 11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42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9%。服务业和高技术

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同比增长 17%、19.3%。去年全

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9999.8 亿元，今年前 11 个

月就突破 1 万亿元。 

（经研院 李晓杰） 

 

政策走向 

生态环境部等部委印发《“十四五”时期“无废城

市”建设工作方案》 

12月15日，生态环境部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十

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方案提出，

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建材，推

动建筑材料循环利用。落实建设单位建筑垃圾减量化

的主体责任，将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用纳入工程概

算。以保障性住房、政策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

建项目为重点，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有序提高绿色

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环境管理

监管体系。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加快开展区域内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核

发，督促和指导企业全面落实固体废物排污许可事项

和管理要求。 

（经研院 郑宏军） 

 

市场劢态 

12 月 16 日商品期货评述 

12 月 16 日，有色金属价格维持区间宽幅震荡，

铜价小幅上涨，锌、镍价格大幅上涨；黑色金属价格

向上突破原价格运行区间，大幅上涨；主力在螺纹钢、

铁矿石持仓偏空。 

沪铜期货盘面：今年 11 月至今，沪铜期货价格在

65000-73000 元/吨区间运行。12 月 16 日，cu2201 收

盘价68590元/吨，上涨0.87%。持仓方面，持仓量 TOP20

期货公司净持空头头寸 4555 手，减持空单。 

沪锌期货盘面：今年 11 月至今，沪锌期货价格在

21000-24000 元/吨区间运行。12 月 16 日，zn2201 收

盘价23410元/吨，上涨1.58%。持仓方面，持仓量 TOP20

期货公司净持多头头寸 1676 手，减持空单。 

沪镍期货盘面：今年 7 月至今，沪镍期货价格在

135000-160000 元/吨区间运行。12 月 16 日，ni2202

收盘价 142950 元/吨，上涨 1.23%。持仓方面，持仓量

TOP20 期货公司净持空头头寸 1.6 万手，减持空单。 

螺纹期货盘面：目前，螺纹钢期货价格向上突破

3700-4300 元/吨区间上沿。12 月 16 日，rb2205 收盘

价 4529 元/吨，上涨 1.98%。持仓方面，永安期货净持

空头头寸 5.9 万手，未明显变化；持仓量 TOP20 期货

公司净持空头头寸 4 万手，减持空单。 

铁矿期货盘面：目前，铁矿石期货价格向上突破

500-630 元/吨区间上沿。12 月 16 日，i2205 收盘价 673

元/吨，上涨 3.7%。持仓方面，永安期货净持空头头寸

2.9 万手，未明显变化；持仓量 TOP20 期货公司净持空

头头寸 3.4 万手，增持多单。 

焦炭期货盘面：目前，焦炭期货价格向上突破

2200-2800 元/吨区间上沿。12 月 16 日，j2205 收盘价

3053 元/吨，上涨 1.89%。持仓方面，持仓量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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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公司净持多头头寸 1130 手，未明显变化。 

（经研院 宋歆欣） 

12月 16日周四 LME六种基本金属价格全线大涨，

高开大幅高走高收，锌铜铝涨幅居前。三月期锌价出

现报复性上涨，高开大幅高走高收，收于 3422，上涨

4.6%。三月期铜价收于 9507.5，上涨 3.35%。三月期

镍价收于 19624，上涨 2.7%。三月期铝价收于 2667，

上涨 2.7%。三月期锡价收于 38692，上涨 1.92%。三

月期铅价收于 2308，上涨 1.1%。 

（五矿国际 张荣辉） 

 

行业观点 

美联储：Taper 速度翻倍，多数委员预计明年加息

三次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三点，美联储公布 12 月货币政

策委员会决议声明，在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的情况下，

如预期般将缩减债券购买计划的速度翻倍。受到通胀

因素和就业市场进展影响，从明年 1 月开始将资产购

买计划每月削减的速度翻倍至 300 亿美元（200 亿美

债和 100 亿抵押支持债券），预期后续月份也将按照同

样的速度削减资产购买计划。这意味着明年一月的购

债速度将下降至 600 亿美元，同时整个购债项目也将

在一季度末结束。在经济预期方面，FOMC 的 18 名委

员中有 12 名委员认为明年至少将加息三次，到 2024

年底时联邦基金利率将达到 2.1%。政策立场方面，美

联储委员们对 2021 年美国实际 GDP 增长预期区间调

整为 5.3%-5.8%，对 2022 年的通胀预期区间也提升至

2.4%-3.2%，继续超过 2%的政策目标。 

（经研院 郑宏军） 

东方锆业称其涉及稀土的产品为分选澳大利亚开采

的重矿物得到的副产品独居石 

12 月 16 日，东方锆业公司表示，公司涉及稀土

的产品为分选澳大利亚开采的重矿物得到的副产品独

居石，独居石约占重矿物重量的 1%-2.5%，独居石内

含有各种稀土元素的氧化物。公司不生产新能源电池，

公司的主营产品包括氯氧化锆、二氧化锆、电熔锆、

硅酸锆、复合氧化锆、钛精矿、氧化锆结构陶瓷等。 

（经研院 李晓杰） 

石大胜华累计超 50 亿加码新能源业务 

12 月 11 日，石大胜华发布公告，拟 2.86 亿元增

资胜华新能源，加快液态锂盐项目建设，被看作是对

今年 11 月宣布投资 5.6 亿元建设 10 万吨/年液态锂盐

项目的增资。原定项目建设周期 15 个月，2023 年 2

月建成投产。此次增资系为了加快胜华新能源的发展

和项目的建设进度，提升胜华新能源的资金实力和市

场抗风险能力。 

伴随新能源市场快速崛起，除液态锂盐外，石大

胜华还不断下探产业链，布局电解液、锂电材料等业

务，今年以来，其已投资超 50 亿元，不断向新能源领

域发力。目前形成了以碳酸酯类溶剂系列产品为核心，

以锂电池材料为主业的业务格局；国内产业布局涵盖

东营、济宁、泉州、武汉四地。 

（经研院 娄银霄） 

西藏珠峰与中国电建国际工程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近日，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建集

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按照“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的原则，根据各自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发

展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将全面深化国际业务合作，在境外电力和矿业资

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特别是在阿根廷盐

湖项目的建设方面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 

（经研院 周匀） 

国外矿业公司近期新闻汇总 

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基金会 (Australian Protection 

Foundation)的文件表示，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 

PLC)承认其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 CapCoal 煤矿的

温室气体排放出现了“大幅井喷”，排放限额之外至少

有超过 84.1 万吨二氧化碳额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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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G(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从加蓬政府获得

了 36 个月的专营期，以研究 Belinga 铁矿石项目的潜

在开发。该项目在加蓬东北部，总面积约为 5500 平方

公里。 

Eldorado Gold Corp.在希腊的 Skouries 金铜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概述出 13 亿美元净现值，折现率为 5%，

内部收益率为 19%，投资回收期不到四年。 

（经研院 陈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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