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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最高价 最低价 周均价 累计涨跌 单位 

洛南钼精矿  2070  2030  2052.5  +5.5  元/吨度 

河南钼铁  144000  139000  141500  +4  元/吨 

钼酸钠  9.8  9.5  9.65  0  万元/吨 

炼钢钼条  28.0  27.0  27.5  0  万元/吨 

废钼丝  190  180  185  0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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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宝调研 

9 月第二周，受欧债危机影响，国际经济最近波动较大，给 

国内钼市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受上周涨价的影响，这周钼 

市交易状况有所改善，预期下周钼市弱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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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要闻 
1．业内新闻： 

A 股市值年内缩水 3万亿 

新材料“十二五”规划前瞻 

宏达股份百亿钼铜项目获股东大会通过 
2．钼精矿： 

9 月第二周，钼精矿价格小幅下跌，主流价在 2035 元/吨度 

附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较低价格。 
3．后市预测： 

本周国内钼市稳中小幅下行，产家看涨预期减弱。商家反映 

钼原料市场价格有所下调，不过商家心态也较稳定，料短期钼市 

仍以稳为主，弱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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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业内动态 

1．A股市值年内缩水 3万亿 

今年以来，A股市场呈现震荡下行态势，截至昨日，沪指以 2479.05 点报收，年内累计 

下跌了 11.72%，股指的下挫直接导致 A股总市值的大幅缩水。初步统计，以昨日收盘价为 

基准计算，两市 A股总市值为 24.4 万亿元，若剔除今年以来上市新股贡献的市值，A股总 

市值降至 23.3 万亿元，较去年末的 26.3万亿元缩水金额高达 3万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A股市场走势偏弱，个股呈现出跌多涨少的格局。不含今年以来 

上市新股，两市有交易的 2010只 A股中，1504 只个股出现下跌，其中，跌幅在 30%以上 

的个股有 274 只，汉王科技 、海普瑞等 8只个股股价腰斩，跌幅在 2030%之间的有 438 只 

股，跌幅在 1020%之间的有 477只，跌幅在 10%以内的有 315只，而从这些个股的下跌幅 

度和大盘期间表现来看，超过千只个股今年以来跌幅超过大盘。 

2．新材料“十二五”规划前瞻 

9月 4日至 9月 8日在哈尔滨举办的第一届新材料博览会中,工信部领导首次透露了国家 

有关新材料规划的相关政策。 到 2015 年,努力使整个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达到 2 万亿元,年均增 

长率超过 25%;提高新材料产品的综合保障能力至 70%,关键新材料保障能力达到 50%。 从 “十 

二五”规划的产业布局来看,新材料行业呈现“遍地开花”的区域性特点,以成熟企业带动整 

个区域和产业共同发展,产业集群的特点较为明显,东中西部区域发展的重点不尽相同。 

３．宏达股份百亿钼铜项目获股东大会通过 

在昨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宏达股份[13.43 3.39% 股吧 研报](600331)投资上百亿建设 

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获得通过。公司董事长杨骞透露， 位于什邡工业 

开发区的项目用地不是问题，目前只等国家环保审批通过后动工建设。项目原料保障方面， 

公司的战略合作方中没有汉龙集团。 

二、国内行情回顾 

1．1．钼原料市场 

9 月第二周，国内钼精矿出现小幅下滑，钼精矿 45 主流价在 2035元/吨度附近，部分地 

区市场成交价可能较低，受库存增多，短期内需求减少的影响，预期 9 月第三周走势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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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栾川地区钼精矿价格（单位：元/吨度） 

从图 1 可以看出：9月第二周栾川地区钼精矿价格下跌，预计 9月第三周将会维持平稳 

走势，预期在 2030 元/吨度附近。 

2．钼铁 

9 月第二周国内钼铁价格企稳，钢厂钼铁招标量较少，市场报价坚挺，然实际成交不畅。 

图 2：河北地区钼铁价格（单位：元/基吨） 

从图 2 可以看出：9月第二周河北地区钼铁价格走稳，在需求无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预 

计 9 月第三周有小幅下跌可能，具体幅度还要受经济走势影响。 

3．钼化工 

9 月第二周国内钼化工市场基本平稳， 其中钼酸报 20202050 元/吨度， 钼酸钠报 9.59.8 

万元/吨，一级四钼酸铵报 14.014.5 万元/吨，二级四钼酸铵报 13.513.9万元/吨，七钼酸铵 

报 14.014.5 万元/吨。 

4．钼制品 

9 月第二周国内钼制品市场基本平稳， 其中钼粉报 26.527.5 万元/吨， 钼丝报 0.1030.11 

元/米，四川拉丝钼条报 29.030.5 万元/吨，江苏拉丝钼条报 28.529.5 万元/吨，炼钢钼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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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28.0万元/吨，预期 9 月第三周钼制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小。 

5．废钼 

9 月第二周国内废钼市场基本平稳，其中废钼丝报 180190 元/公斤，废纯钼报 195205 

元/公斤，市场成交量有所上升，预期废钼市场仍将维持平稳走势。 

三、国际行情回顾 

1．欧洲市场 

9 月 14 日，MB英国金属导报报价基本平稳，其中欧洲氧化钼报 14.4（跌 0.1）14.7（跌 

0.05）美元/磅钼，欧洲钼铁报 35.636.3 平美元/千克钼，中国钼精矿报 20302050 平元/吨度， 

债务危机使欧美经济陷入持续低迷，预期 9 月第三周国际钼市仍会维持弱势运行。 

三月期 十五月期 

氧化钼 买 卖 买 卖 

单位 

美元/ 
吨 

美元/ 
磅钼 

美元/ 
吨 

美元/ 
磅钼 

美元/ 
吨 

美元/ 
磅钼 

美元/ 
吨 

美元/ 
磅钼 

9月 12日  31500  14.28  32500  14.74  32750  14.86  33750  15.31 
9月 13日  31500  14.28  32500  14.74  32650  14.81  33650  15.26 
9月 14日  31500  14.28  32500  14.74  32750  14.86  33750  15.31 
9月 15日  31000  14.06  32000  14.51  32200  14.61  33200  15.10 

表 1：LME 钼期货官方报价 

从表 1 可以看出：9月第二周 LME 钼期货报价小幅下滑，由于欧美债务危机进一步加 

剧，导致欧洲钼市持续位于低位，预期短期无较大变化。 

2．美国市场 

9 月第二周，受美国债务影响，本周市场维持疲弱走势。9 月 14 日，金属导报美国氧化 

钼报 14.515.15 平美元/磅钼，美国钼铁报 16.7517 平美元/千克钼。 

四、下游市场 

1．钢材市场 

沙钢 9 月中旬政策出台，螺纹下调 70；作为主导钢厂，成品材的下调是否表明“金九” 

已被扼杀？保障房对于钢市场的支撑已接近尾声了？有数据显示今年 1 到 8 月份， 全国城镇 

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实物开工 868 万套，开工率 86%，然各地保障房建设应在 

11 月底之前全面开工，如今 9月过半钢价阴跌不止，保障房的作用已然是杯水车薪， “金九 

在哪里”？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国内钢市特征已经开始转变，原有的“淡季” 、 “旺季” 

等特征已不再明显，更多的是跟随国际金融、国内通胀及下游需求等因素而变动。当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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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市场继续恶化，欧债问题难以解决，希腊甚至濒临被逐出欧元区的边缘，中国作为在全球 

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员，自然受到影响，上证指数一蹶不振，钢市需求一直不见好转；或 

许“金九”已成泡影， “银十”是雾里看花，旺季也已经不再旺了。 

2．不锈钢市场 

五大央行联手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提振金融市场信心，促使基本金属价格大幅回落。隔 

夜伦镍上涨，报收 21815 美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516 美元/吨，镍库存减少至 486 吨至 

98220 吨。 

宏观消息利好，伦镍反弹。今主流钢厂报价稳中微调，温州青山钢铁 304 价格调整： 

圆钢 200、316 系不变；304、321 系跌 300 元/吨。江苏宝丰连着两天价格调整：钢锭、圆钢 

均下调 300元/吨。市场上的厂商因承压导致价格有所松动，目前成交无明显上升，下游需 

求依旧疲软。因伦镍窄幅波动，市场价格或继续盘整，商家操作谨慎，但不乏商机。料今型 

市弱势震荡。 

截至目前：青山钢铁（温州）304（65130）棒材报 20800 元/吨；松阳青山  304 棒材 

含税报 21200 元/吨；上海其昌 304（65130）含税报 21600 元/吨；上海亚泰 304（65130） 

含税报 21800 元/吨；正圆 304 圆钢（65110）含税报 21600 元/吨 ，同规格 316L报 36100 

元/吨；江苏宝丰 304 圆钢（65120）含税价 21100元/吨；江阴兴业 304 圆钢（Φ55130） 

报 21800 元  /吨，其昌无锡分公司 304 圆钢报 21800元/ 吨。 

五、下游动态 

１．太钢采用“渐进式股权合作模式”重组襄汾星原集团 

新华社太原９月１３日专电（记者王学涛）记者从太原钢铁集团了解到，太钢集团近日 

与山西襄汾星原集团正式签署了《钢铁及相关业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采用"渐进式 

股权合作模式"，在钢铁、能源等领域进行合作，尽快使星原集团成为太钢成员单位，实现 

双方共赢。 

太钢集团是集铁矿采掘，钢铁生产、加工、配送以及贸易为一体的不锈钢企业。记者了 

解到，这是太钢集团继与山西美锦集团合作之后，与山西省内民营钢铁企业签订的又一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２．金磊股份：推动绿色耐材替代传统耐材 

金磊股份是中国绿色耐材——镁钙系耐火材料的领导者，将不断推动镁钙系耐火材料替 

代传统的耐材。与传统的镁铬砖不同，金磊股份生产的镁钙系耐火材料节能、环保，不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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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成分，不会污染环境。此外具有还有洁净钢水的独特优势，深受不锈钢等特殊钢生产厂商 

的欢迎。 

金磊股份生产的绿色耐材在生产、包装、运输、使用的整个过程中都是节能环保的， 

是耐火材料行业中领先的绿色环保企业。 中国不锈钢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都在不断提 

高，将在性能、质量、寿命、节能、环保等方面对耐火材料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绿 

色耐材”理念的不断深化，无论是耐火原料、制品生产企业，还是耐火装备、辅料生产企业， 

都将积极推行绿色采购、清洁生产，研发环境友好型产品，拓展产品新用途、新市场。 

六、后市预测 

9 月第二周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继续。 近日国内钼市受其影响 

也出现小幅下滑，但是幅度下调幅度相对较小。 

9 月上旬钼市回暖的主要原因是八月底九月初钢厂集中招标形成的需求， 以及商家对传 

统的旺季寄予较高期待。这周五商家反映钼原料市场价格有所下调，不过废钼市场以及部分 

钼铁市场目前交易情况较好，商家心态也较稳定，不过在九月钼市刚有所回暖的情况下，国 

外钼市的震荡将对国内市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料下周钼市弱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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