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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价

最低价

周均价

累计涨跌

单位

白钨精矿郴州

154000

152000

153000

0

元/吨

黑钨精矿汝城

155000

154000

154500

0

元/吨

钨铁宁波

232000

226000

229000

0

元/基吨

仲钨酸铵湖南

241000

238000

239500

0

元/吨

原生碳化钨

376

372

374

0

元/千克

废钨钻头河北

203

199

201

0

元/吨

国内主要地区黑钨精矿价格走势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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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宝调研
本周钨精矿继续稳步运行，贸易商进退两难，购货意向较弱，
观望情绪浓厚；碳化钨下游厂商效益差，市场需求不足；APT 市
场趋稳，订单减少；废钨钢价格坚挺，成交情况较好。
评述•要闻
1．业内新闻：
中国 8 月份生产 11,822 吨钨精矿
章源钨业为最需提升社会责任上市公司之一
汕头海关截获 34940 只山寨“SYLVANIA”卤钨灯
江钨硬质合金公司加强管理提高流动资产周转率
2．钨精矿：
钨精矿继续稳步运行，矿商出货意向低，贸易商进退两难，
整体成交希少。
3．后市预测：
料近期钨市或企稳趋弱，但中长期钨价或还有上涨的可能。

上海昊钰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业内新闻
1．中国 8 月份生产 11,822 吨钨精矿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8 月份共生产钨精矿 11,822 吨，
同比增加 23%，
较 7 月份的 12,405 吨下降 4.7%。今年 18 月共生产钨精矿 78,885 吨，同比增加 21.2%。江
西省 8 月份钨精矿的产量为 5022 吨，同比增长 16%，18 月累计 33,179 吨，同比增长 0.79%。

2．章源钨业为最需提升社会责任上市公司之一
章源钨业拦腰截断章江水系的三条河流，利用筑坝排放尾砂废水，对防汛抗洪、生态安
全构成威胁，为 9 月 14 日公布的最需提升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候选之一。

３．汕头海关截获 34940 只山寨“SYLVANIA”卤钨灯
近日，汕头海关截获一批涉嫌侵犯“SYLVANIA”商标权的卤钨灯。据了解，海关关员在
查验过程中发现汕头某公司申报出口的 “SYLVANIA”牌卤钨灯货物略有瑕疵，经查询海关知
识产权备案系统，获知该出口公司并不在“SYLVANIA”品牌授权许可使用范围内，涉嫌侵权。
这批卤钨灯数量 34940 只，价值 8735 美元。目前，汕头海关已依法将该批货物扣留，并做
进一步调查。

4．江钨硬质合金公司加强管理提高流动资产周转率
近日，江西江钨硬质合金有限公司向公司所属单位和科室部门下发《关于加强流动资产
管理，提高流动资产周转率的通知》
，提出了 9 月份降低流动资金占用、加速流动资产周转
的目标计划，同时要求各车间、部门将目标计划分解落实到班组和个人，提高执行力，以有
效降低公司综合成本，为确保实现年度盈利总体目标奠定基础。
江钨合金公司在《通知》中要求各单位和相关部门在 9 月份：一要加强应收账款管理，
提高应收账款收现率。
销售部门主动防范资金风险，
应收账款在 8 月底基础上降低 300 万元。
二要加强存货管理，降低公司成本。供应部要合理控制物流，控制材料库存，库存降低率较
8 月末要下降 16%；各车间要加快生产运转速度，缩短产品从生产到投入市场的时间，减少
在产品占用量，生产成本较 8 月末下降 15%；三要加强对产成品资金的管理，减少资金占
用，加速资金周转，提高销售业绩，产销率提高到 90%以上。

5．各省钨矿开采指标逐步出炉
早在今年 2 月份，国土资源部便下达了今年钨矿开采总量指标，随后，各地方省市相关
政府单位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出了具体的 2011 年钨精矿开采总量指标。据不完全统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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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西、湖南、云南以及福建四省钨矿山产量达到千吨以上的有 15 家，总产量约占全国产
量的 35%左右，而这些矿山大多隶属于国内大型钨矿企业旗下，钨矿市场进一步整合、归
并国有的可能性较大。
将 2009 年、2010 年以及 2011 年钨精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2010 年
开采指标较 2009 年同比上涨 16.7%，2011 年开采指标较 2010 年同比上涨仅 6.1%。在市场
需求不断扩张的同时，钨精矿开采量增幅却在下降，这表明政府机构继续严控钨矿开采工作
的决心和毅力。随着国际经济环境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阴影中恢复，2010 年国内外市场对
于钨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市场需求仍将有较大的上涨空间，市场供应
或将在下半年更为紧张，这也是矿商对于后期市场信心十足的主要支撑点。

二、钨精矿
钨矿市场总体稳步运行，价格僵持，市场现货紧张，整体成交稀少。矿商谨慎行事、出
货意向显弱，贸易商担心后市、观望居多，富宝预计近期钨精矿价格大涨大跌的可能性较小。
本周国内主要地区黑钨精矿日均价格走势图如下图所示：

图 1：国内主要地区黑钨精矿日均价格走势图（单位：元/吨）
9 月 15 日，据湖南郴州一矿山老板透露，自己矿山每月的产量是十几吨，但目前开采
成本高而市场价格不理想，出于资金问题会出售 23 吨货，其他的全部存库，因此有几百吨
的库存了，当地其他矿商有的目前有上千吨的库存。郴州当地 65 度黑钨精矿价格是 153000
元/千克，60 度毛矿为 2.01 元/度，但该客户言，现在市场价达不到他心理的预期，不会卖
货。
与此同时，江西赣州有贸易商想买货，反映现在市场上 65 度黑钨精矿虽的报价虽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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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 元/度，但持货商并不真正想以此价成交，只是试探性的对外报价。

三、钨铁
钨铁市场需求依然显现弱势，上涨动力依然不足，但是由于正处于传统的“金九银十”
忘记，中间贸易商相对比较活跃，市场成交情况还可以，成交价略有上扬。

四、钨化工
1.仲钨酸铵
APT 市场价格趋稳，订单减少，现货出售受影响，价格集中在 240000 元/吨。据富宝
了解 9 月 1316 日，市场需求依旧低迷，加之市场供应 9 月略有增加，因此 9 月中旬仲钨
酸铵市场趋弱运行，市场价格略有下滑。

2.钨酸钠
多数钨酸钠消费商并不急于重建库存，难以接受现有高价，市场上采购活动较少，价格
缺乏下游推动力，但一直维持坚挺高企，也因此一些消费商用替代品做原料，以致近期钨酸
钠需求难以改善。据富宝了解，现在只有一些颜料市场的消费商会采购一些钨酸钠。

五、钨制品
碳化钨下游厂商效益差，需求不足，预计在市场需求好转前碳化钨价格上涨可能性不大；
受原料钨精矿价格影响，有市场人士分析钨粉价格或将走弱。
9 月 1316 日钨制品价格总体持平，碳化钨下游需求不强。据一业内权威人士对富宝透
露，其 2011 年上半年统计的 46 家企业硬质合金产量增长 19.95%，特钢中高速工具钢增长
27%、模具钢增长 17%，厦门钨业所属四虹公司的钨丝产量同比增长 16.9%，钨品出口增长
8.7%，而供给中上半年钨精矿同比仅增长 3.93%。

六、废钨
中秋节后，废钨钢总体呈稳步运行姿态，价格坚挺，整体成交情况较好。
13 日持货商有点惜售，报价较高。据一位浙江的商家说目前买卖双方价格预期不一致，
卖方要价较高，无法成交。与此同时，四川自贡有贸易商言市场上有订单的商家有以 208
元/千克成交废钨钻头，181182 元/千克成交国产刀片的。
14 日开始成交转好，价格依然保持坚挺，买卖双方报价逼近，废钨钻头，进口刀片，
国产刀片价格分别集中在 201203 元/千克、195 元/千克、176 元/千克。
上海昊钰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免费服务热线：4008860990

上海昊钰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鉴于目前废钨钢市场整体氛围不错，预计短期内废钨钢价格或继续坚挺。

七、出口及国际市场
1.出口市场
尽管国内 APT、碳化钨的市场需求不强，价格也稳中趋弱，但是随着夏休的结束，欧
美市场对钨品的需求逐渐增加，因此，中国钨品出口价并没有受国内市场走势影响，反而坚
挺向上。

2.国际市场
9 月的第三周，海外钨系价格总体缓慢上行，13 日仲钨酸铵欧洲为 460480 涨 10 美元/
吨度，钨铁鹿特丹为 5050 涨 2.5 美元/千克钨，15 日仲钨酸铵暂时企稳，钨铁鹿特丹价格
再次上涨，为 50.5（涨 1.5）52.5（涨 2）
。
近日海外钨系价格上涨，其主要原因并非市场需求增加，据富宝深入分析是由于高价位
产品流向欧洲市场，加之中国政府的节能措施限制了所有金属生产商生产原料的能力，供应
非常紧张。
虽然 APT、钨铁均间歇性的小幅上涨，但是海外整体钨市涨势尚不明显，海外钨砂价
格依然持平，预计待欧洲钨系市场需求迎头赶上后或许能拉动所有钨品价格的上扬。

八、后市预测
尽管现在市场人士普遍对后市持观望态度，一些商家由于随着“金九银十”的来临，钨
矿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涨势，反而略有下滑，因此对钨后市比较担忧。
然而，富宝分析认为 2011 年后期钨市总体会继续坚挺，或许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主
要原因有：一是 2011 年 17 月份钨精矿产量几乎没有增长，原矿的开采成本及国家限制也
逐渐增加，因此钨矿的产量有限，而上半年钨需求强势，因此今年后期库存相对有限；二是
虽然因为国内外经济增速减缓，钨终端消费减弱，需求不如上半年强，但总体是还是有一定
增长，总体态势仍是需求大于供求。
（作者：朱元红 02132556295 方霏 021325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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