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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8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46.00亿元，共涉及

主体 6家，主体级别均为 AA以上。 

行业 

 洛阳 2017～2018 年秋冬季对电解铝和氧化铝企业

限产 30%以上 

点评：河南是我国生产电解铝和氧化铝的主要省份，洛阳限

产影响行业供给量，有利于维护我国电解铝和氧化铝价格的

稳定，提升行业内企业盈利水平。 

 智利铜业委员会上调铜均价预期 

点评：由于 2017年中国市场对铜的需求大于预期，智利铜

业委员会上调均价预期，预计铜价将处于上行态势，有利于

提高铜企盈利水平。 

 五矿集团所属的澳大利亚杜加尔河锌矿项目正式

投产 

点评：2016 年，我国锌矿产资源储量位居全球第二位，占

全球储量的 18.70%，中国五矿集团投产的澳大利亚杜加尔

河锌矿是全球规模最大、品位最高的锌矿之一，有助于扩充

我国锌矿资源储备。 

企业 

 15金茂债交易价格出现大幅下跌 

点评：2017年 11月以来，15金茂债交易价格出现较大幅度

的下跌，引发市场较大关注，可能影响公司后续融资；由于

山东金茂的主要收入和利润来自于其子公司金茂铝业，重点

关注金茂铝业的股权质押情况及山东金茂本部的经营情况，

防范信用风险。 

 

 

 

 

有色金属行业监测月报 



                                           监测月报 | 页 2 / 4 

 

 

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8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46.00 亿元，共涉及主体 6 家，

具有评级的主体级别均为 AA 以上。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有色金属行业新发 8 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46.0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公

司债、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有色金属 46.00 8 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8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为 1年及以上的债券数量为 3支，发行方式有公募

和私募，涉及到的发债主体一共 6 家，具有评级的主体级别均在 AA 以上，其中 2 家主

体级别为 AAA，1家主体级别为 AA+，3家主体级别为 AA；评级机构中，联合资信评级 6

次，中诚信证券评级 1次；债券类别来看，公司债有 2支，中期票据有 1支，短期融资

券 5 支。 

表 2  本期新发债券信息（单位：亿元、年、%） 

债券简称 
发行

总额 

发行票

面利率 

债券

期限 
债券种类 

发行

方式 

主体

级别 

债项

等级 
评级机构 

17 鲁黄金 SCP011 10.00 5.00 0.74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A - 联合资信 

17 鲁黄金 SCP010 5.00 4.84 0.74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A - 联合资信 

17 格林美 SCP002 3.00 5.83 0.74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 - 联合资信 

17 格林美 SCP003 3.00 6.00 0.74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 - 联合资信 

17 东阳光科 SCP002 5.00 6.50 0.74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 - 联合资信 

17 铜陵有色 MTN001 15.00 6.00 3.00 中期票据 公募 AA+ AA+ 联合资信 

17 招金 02 3.50 5.10 5.00 公司债 公募 AAA AAA 中诚信证评 

17 中孚 01 1.50 7.80 1.00 公司债 私募 AA - -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三）信用级别变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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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要闻 

 有色金属业 

洛阳 2017～2018年秋冬季对电解铝和氧化铝企业分别限产 30%

以上；智利铜业委员会上调铜均价预期；五矿集团所属的澳大利亚

杜加尔河锌矿项目正式投产。 

要闻 1：洛阳 2017～2018 年秋冬季对电解铝和氧化铝企业分别限产 30%以

上 

为切实减轻冬季重污染天气影响，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洛阳市优化有色化工

行业生产调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电解铝企业分别限产 30%以上，以电解槽数量

计；氧化铝企业分别限产 30%以上，以生产线计。（资料来源：SMM 有色资讯） 

点评：河南是我国生产电解铝和氧化铝的主要省份，洛阳限产影响行业供给量，有利于维护我国

电解铝和氧化铝价格的稳定，提升行业内企业盈利水平。 

要闻 2：智利铜业委员会上调铜均价预期 

10 月 18 日智利国有铜业委员会上调 2017 年铜均价预期至每磅 2.77 美元，此前

预期为 2.64 美元/磅，因主要市场中国需求大于预期。该委员会预估 2017年铜产出将

同比下滑 4%至 527 万吨，全年铜产出缺口 9.8 万吨；预计 2018 年铜产出将同比增长

7.8%至 574 万吨。（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点评：由于 2017 年中国市场对铜的需求大于预期，智利铜业委员会上调均价预期，预计铜价将

处于上行态势，有利于提高铜企盈利水平。 

要闻 3：五矿集团所属的澳大利亚杜加尔河锌矿项目正式投产 

11 月 9日，中国证券报称中国五矿旗下五矿资源有限公司所属的澳大利亚杜加尔

河锌矿项目正式建成投产，项目精矿产品 11 月 8日开始通过卡车运往转运站，预计今

年年底前完成首批精矿的装船及发运。杜加尔河锌矿由五矿资源全资所有和管理，拥

有锌矿资源量 6,500 万吨，锌平均品位达 12%，并含铅、银等副产资源，是全球已知

规模最大、品位最高的锌矿之一。项目采用地下开采及常规浮选工艺，设计年采选能

力 170 万吨，年产锌 17 万吨以上，服务年限超过 25 年，投产后将进入全球十大锌矿

行列。（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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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2016 年，我国锌矿产资源储量位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储量的 18.70%，中国五矿集团投

产的澳大利亚杜加尔河锌矿是全球规模最大、品位最高的锌矿之一，有助于扩充我国锌矿资源储

备。 

三、本期企业动态 

云南冶金以其持有的子公司驰宏公司的股票进行质押，办理质

押式回购业务；15金茂债交易价格出现大幅下跌 

表 3  本期企业动态情况 

要闻类别 公司简称 新闻内容 正面/负面/中性 

股权增持/质押/

变动 
海亮集团 

11月9日，海亮集团公告称质押的8,900万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为10.86%）海亮股份股票于11月7日

解除质押，目前海亮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海亮股份

27,800万股，占海亮股份总股数的16.39%。 

中性 

股权增持/质押/

变动 
云南冶金 

11月23日，云南冶金发布公告称与海通证券签署了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的

子公司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办理质

押式回购业务，质押股数为256,410,300股，占驰

宏公司总股本比例的5.95%，质押期限从2017年11

月21日到2018年11月21日，融资金额共计8亿元。 

中性 

其他重大事项 山东金茂 

11 月 23 日，山东金茂公告称 15 金茂债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出现收盘价格跌幅 20.24%的异常波动，

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期

债券还本付息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负面 

数据来源：大公根据财经新闻整理 

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

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

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有色金属行业小组，且不

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