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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 

国际方面：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发布报告称，英

国家庭在 2022 年将进入“紧缩之年”，因为高涨的能

源账单和更快的通胀侵蚀了他们的收入。该机构表示，

英国人的真实工资在 2022 年实际上将停滞不前，预计

将仅增长 0.1%，并估计能源账单上涨对收入的平均影

响将达到 600 英镑。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21 年，全

球企业并购交易规模达到逾 5 万亿美元之巨，比 2007

年创下的年度纪录高了近 1 万亿美元。 

国内方面：12 月 29 日，央行公告称，为维护年

末流动性平稳，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2000 亿元 7 天

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20%。当日 100 亿元逆回

购和 700 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2021 中国制造强

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制造业经受住

了巨大考验，实现了世界主要国家中制造强国发展指

数最大增幅。《报告》总结了我国 2015-2020 年制造强

国建设进程及经验。五年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

由 105.78 增长到 116.02。 

（经研院 李晓杰） 

 

政策走向 

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2 月 27 日至 28 日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定历史自信，不忘初心使

命，勇于担当作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为主题，联系

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

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联系带

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的实际，联系带头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的实际，联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和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实际，

回顾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加强自身建设情况，总结成绩，

查摆不足，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经研院 郑宏军） 

 

市场动态 

12 月 29 日商品期货评述 

12 月 29 日，有色金属铜、锌价格小幅下跌，镍

价小幅上涨；黑色金属螺纹钢价格小幅下跌，铁矿石

价格大幅下跌，焦炭价格大幅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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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cu2202 收

盘价70200元/吨，下跌0.35%。持仓方面，持仓量 TOP20

期货公司净持空头头寸 4985 手，未明显变化。 

沪 锌 期 货盘 面 ： 目前， 沪锌期 货价格 在

21000-24000 元/吨区间上沿附近运行。12 月 29 日，

zn2202 收盘价 24090 元/吨，下跌 0.04%。持仓方面，

持仓量 TOP20 期货公司净持多头头寸 562 手，未明显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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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ni2202

收盘价 149350 元/吨，上涨 0.1%。持仓方面，持仓量

TOP20 期货公司净持空头头寸 2347 手，增持多单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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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rb2205 收盘

价 4315 元/吨，下跌 0.09%。持仓方面，永安期货净持

空头头寸 9.3 万手，未明显变化；持仓量 TOP20 期货

公司净持空头头寸 8.5 万手，增持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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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i2205 收盘价 663

元/吨，下跌 1.56%。持仓方面，永安期货净持空头头

寸 2 万手，未明显变化；持仓量 TOP20 期货公司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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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头头寸 2.9 万手，减持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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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j2205 收盘价

2934 元/吨，上涨 1.35%。持仓方面，持仓量 TOP20

期货公司净持多头头寸 552 手，未明显变化。 

（经研院 宋歆欣） 

经过圣诞节的两天休市后，12 月 29 日周三 LME

六种基本金属价格涨跌互现，铝锌锡小幅下跌，铜镍

铅上涨。三月期镍价领涨大盘，收于 20383，上涨 1.7%。

三月期铜价高开高走高收，最高 9706，收于 9680.5，

上涨 1.2%。三月期铅价收于 2286.5，上涨 0.4%。三月

期铝价领跌大盘，收于 2810.5，下跌 0.95%。三月期

锡价收于 39143，下跌 0.3%。三月期锌价探低回升，

收于 3513，下跌 0.17%。 

（五矿国际 张荣辉） 

 

行业观点 

澳大利亚和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矿产合

作 

据媒体报道，近日，澳大利亚和韩国签署关键矿

产供应链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在两国先前承诺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资源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双方将扩大在

技术、贸易和投资上的合作。数据显示，韩国对澳大

利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部门，从 2011 年的 128 亿

澳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327 亿澳元。2020 年，韩国是

澳大利亚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占澳大

利亚国际贸易总额 349 亿美元（占比 4.4%），澳大利

亚主要向韩国出口的产品包括铁矿石和煤炭。据了解，

12 月中旬，澳大利亚电池金属公司表示希望与韩国电

动汽车企业合作，作为主要供应商。韩国需要关键的

矿物供应，并承诺到 2030 年成为电池制造大国，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计划，澳大利亚为其供应了 40%的

关键矿物。 

（经研院 徐天昊） 

2022 年加纳将启动对大型矿业公司的审计 

据 Ghana News Agency 消息，加纳政府计划通过

土地和自然资源部组建一个团队，自 2022 年起开始对

大型矿业公司进行审计，以确保其遵守该国的矿业法

律法规。加纳主管矿业的副部长表示审计工作将有系

统的定期进行，其主要目的是识别并熟悉采矿业的差

距和挑战，并为这些挑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他保

证政府将为矿业投资者创造有利的环境，使他们的投

资获得相应的回报。 

（经研院 周匀） 

印尼总统出席德龙巨盾镍业项目投产庆典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12 月 27 日前往位于东南苏

拉威西省肯达里的印尼德龙工业园视察并出席中印尼

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印尼巨盾镍业项目镍

铁厂投产庆典。由中国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投建的

印尼巨盾镍业项目，于本月 13 日正式投产。该项目投

资 18 亿美元，镍铁年产能预计可达 180 万吨，并配备

自备发电厂、码头等辅助设施。据悉，印尼德龙工业

园于 2014 年开始筹建，现已建设成拥有肯达里和莫罗

瓦利两个基地的较大规模工业园。印尼德龙工业园现

已投产 42 条镍铁生产线、3 座发电厂、3 条不锈钢坯

生产线和自营码头。 

（经研院 郑宏军） 

专家预计 2025 年电池材料普遍供需偏紧 

28 日，在锂电池产业供应链安全困局如何破解企

业家峰会上，中国电池产业研究院院长吴辉在主题演

讲中表示，新能源汽车在全球迎来市场化发展的阶段，

预计 2025 年和 2030 年产销量将分别达到 2240万辆和

4781 万辆。2021 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超预期

发展，渗透率超过欧美；截至今年 9 月，新能源汽车

在全球市场渗透率约 10%，中国为 16%，欧洲约 14%，

美国仅 5%。 

吴辉表示，2025 年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将达到

1268.4GWh，加上小型电池和储能电池，合计出货量

将达到 1615GWh。锂电池需求高增长，而上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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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做好准备，碳酸锂、氢氧化锂、正负极材料、电解

液、隔膜等相关电池材料普遍出现供需偏紧，其中，

锂电池用碳酸锂全球需求量在 2025 年、2030 年分别

达到 121 万吨、310.4 万吨，预计未来五年处于紧平衡

的状态。 

（经研院 娄银霄） 

Tungsten West 在 Hemerdon 钨锡矿全面生产

中亏损 500 万英镑 

英国的 Tungsten West 公司在最新的投资者报告

中表示，在全面重新启动英国南德文郡的世界级

Hemerdon 钨锡矿后，公司在过去 6 个月中出现了 500

万英镑的亏损。 

（经研院 李晓杰） 

国外矿业公司近期新闻汇总 

波兰总理 Mateusz Morawiecki 表示，波兰正寻求

推进与捷克新政府就 PGE SA 的 Turow 煤矿进行的谈判。

此前一家欧盟法院因捷克村庄环境破坏而下令关闭该

煤矿。 

电动汽车的普及推动了澳大利亚锂矿的发展，包

括 Core Lithium Ltd.在该国北领地的 Finniss 锂矿项目，

但受此类业务发展直接影响的社区已经出现了对环境

影响的担忧。 

根据此前宣布的一项承购协议，特斯拉公司(Tesla 

Inc.)将从西拉资源有限公司(Syrah Resources Ltd.)位于

路易斯安那州的维达利亚(Vidalia)石墨工厂的扩建计

划中获得每年 8000 吨活性阳极材料。 

（经研院 陈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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