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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资讯 

【路透社】上海期货交易所首推铜期权交易，挑战英美交易所主导地

位 

周五，中国大型国有铜矿企业力挺上海期货交易所首个期铜交易日，早盘成交

额击败了其纽约竞争对手，同时对在这个 2700 亿全球市场中拥有 141 年历史的伦

敦交易所构成了巨大挑战。 

随着中国打算利用其作为全球最大金属生产国和消费国的角色发展国内衍生

品行业，初次登场的期铜交易在中国投资者中引发了浓厚兴趣。继去年推出白糖和

豆粕期权之后，上海期货交易所这次又考虑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其最具代表性的铜期

货交易。 

根据路透社基于交易所数据的统计，首个交易日近 1.8万份期铜合约易手，相

当于价值达 44.4亿元人民币(合 6.49亿美元)的近 9万吨铜，超过了芝加哥商业交

易所集团 8 月铜期权日均成交量的六倍，相当于伦敦金属交易所成交量的约 70%。

目前尚不清楚首日交易热情是否将持续。 

Kingdom Futures 董事 Malcolm Freeman表示，本次铜期权交易开局良好。他

指出:“在当前市场动荡的情况下，铜期权似乎将成为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合约。” 期

权可帮助金属消费者、生产商和交易商管控价格敞口。合约赋予买方以特定价格持

有期货头寸的权利（但没有义务）。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期铜合约可能会吸引目前在伦敦和纽约交易的中国铜业公

司以及无法在这些交易所以外币作为抵押品进行交易的新参与者。上海期货交易所

的期铜合约以人民币计价。上海交易所的交易只对本地参与者或在中国设有交易部

门的外国实体开放，比如瑞士大宗商品贸易公司托克。 

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20名会员和投资者参与了首日的期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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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包括大型生产商铜陵有色金属和江西铜业、大宗商品交易商中粮集团、招商证

券和深圳券商金瑞期货。一位消息人士称，托克还是早期参与者，买入了少量明年

1月交割的看涨期为确保期铜合约的流动性，上海期货交易所已安排从铜生产商到

经纪商的近 12家做市商。 

过去 10年，成立于 1999年的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全球铜期货市场的份额不断上

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散户投资者纷纷涌入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伦敦金属交

易所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 

（来源：NAI500      日期：2018-09-21） 

 

【Mining.com】央行黄金需求达到三年高点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今日发布的一份关于各国央行购买活动的最新报告，各国央

行对黄金的需求达到三年高点，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为央行自 2015 年以来黄金购买力最强劲的一年。迄今

为止，各央行新增黄金储备总计 193.3 吨，而 2017 年同期为 178.6 吨。新兴市场

国家央行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俄罗斯、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央行在今年上半年的

购买总量中占比 8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金融统计报告显示，埃及最近自 1978 年以来首次购

买了黄金，而印度、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在经过多年的缺席后已经重新进入黄金市

场。彭博报道称，蒙古央行今年迄今已购买 12.2 吨黄金。 

世界黄金协会认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在经历了多年的美元敞口后开始将

注意力转向黄金，将其作为一种针对其他储备货币的天然货币对冲工具。其他储备

货币则需继续解决重大问题，其中欧元面临多个成员国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人

民币仍相对受限，英镑需继续应对英国退欧的不确定性。 

报告认为，随着国际货币制度逐渐从以美元为主导的体系转向多极体系，黄金

是一种可以帮助各国央行实现策略目标的战略资产。 

https://nai500.com/zh-hans/blog/2018/09/%E4%B8%8A%E6%B5%B7%E6%9C%9F%E8%B4%A7%E4%BA%A4%E6%98%93%E6%89%80%E9%A6%96%E6%8E%A8%E9%93%9C%E6%9C%9F%E6%9D%83%E4%BA%A4%E6%98%93%EF%BC%8C%E6%8C%91%E6%88%98%E8%8B%B1%E7%BE%8E%E4%BA%A4%E6%98%93%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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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曼金融通讯与资本市场副总裁 Brett Philbin 表示：“世界黄金协会认为

央行的需求仍将保持旺盛，多元化以及未来几年向多极货币储备体系的转变将成为

黄金需求的重要推动力。” 

（来源：NAI500      日期：2018-09-21） 

 

【英国金融时报】俄罗斯：未来全球石油市场定价者 

在欧佩克和其他主要产油国们本周日将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并评估市场未来

需求之际，俄罗斯将再次展示其在管理油价方面的能力以及作为中东新秩序主要设

计师的角色。 

事实上，俄罗斯石油行业的复苏一直未能被市场理解。2014 年油价暴跌后，

俄罗斯反其道而行之，加快了对能源行业的开发，而且将自己定位于在石油价格设

定方面比以往有更大的话语权。 

今年 6 月份，俄罗斯向市场投放的原油日均增加了 30 万桶，而且全部来自于

俄罗斯新发现的绿地油田，而非 2017年关闭的老旧棕地油田。 

随着油价上涨，俄罗斯当前的年产量已经增长了 3%，此前是增长 1%，而且当

前的增长水平有望在未来几年延续。数据显示，与 8 月份的日均产量 1116 万桶相

比，俄罗斯本月的日均产量有望升至 1133 万桶。花旗分析师表示，如果这些产油

国们本周末决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增产，俄罗斯的日均产量还能增加 20 万桶。 

6月份时，油市曾预测未来几个月内全球石油产量可能日均减少 130 万桶，100

万桶来自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30万桶来自于委内瑞拉。 

通过增产，俄罗斯一方面缓解了沙特增产抢占市场份额的尴尬，另一方面也获

得了美国的赞赏，因为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高油价，这使得俄罗斯目前在管理石

油市场方面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 

在此之前，石油市场基本上都是看欧佩克脸色的。数据显示，1980 年，当时

https://nai500.com/zh-hans/blog/2018/09/%E5%A4%AE%E8%A1%8C%E9%BB%84%E9%87%91%E9%9C%80%E6%B1%82%E8%BE%BE%E5%88%B0%E4%B8%89%E5%B9%B4%E9%AB%98%E7%82%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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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的日均产量大约是 3500 万桶，而当时的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6500 万桶。

时至今日，欧佩克的日均产量基本上与当时大致相同，但是全球石油需求已经增长

到了日均 1亿桶，欧佩克要想有效管控油价已经太难了。 

2016 年，欧佩克邀请俄罗斯加入减产阵营中，联手抬高油价，至今已经颇有

成效。 

在此期间，俄罗斯还完成了两大外交政策目标，一个在油市，一个在中东。与

美国不同，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与伊

朗的关系密切。 

与此同时，俄罗斯当下大举开发国内原始森林中连绵不绝的绿地油田资源，国

内的税收系统对开采活动也进一步带来支撑，包括对新旧油田开发项目的利好条款。 

简言之，当前的俄罗斯既可谓是维护中东地区稳定的主心骨，又是石油市场的

定价者，这样的地位以前从未有过。 

（来源：NAI500      日期：2018-09-22） 

 

【彭博社】MSCI考虑提高中国 A股权重，同时纳入创业板股票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正考虑从明年开始大幅提高中国 A 股在其全

球指数中的权重，同时将大量小型科技股纳入股指。 

根据一份声明，该指数编纂机构计划将中国 A股的自由流通调整后市值上限从

5%上调至 20%，在 2019 年分两个阶段实施。该机构还计划从明年开始将科技股云

集的创业板上市股票纳入指数，从 2020年开始将中盘股纳入指数。 

Krane Funds Advisors 首席投资官布 Brendan Ahern 表示:“尽管这是 2019

年 A股纳入数量的一次大幅跃升，我们知道咨询程序即将启动，这表明纳入速度快

于市场预期。” 

中国 A 股于去年 6 月获准进入 MSCI 指数体系，并于 5 月和 8 月被分批纳入指

https://nai500.com/zh-hans/blog/2018/09/%E4%BF%84%E7%BD%97%E6%96%AF%EF%BC%9A%E6%9C%AA%E6%9D%A5%E5%85%A8%E7%90%83%E7%9F%B3%E6%B2%B9%E5%B8%82%E5%9C%BA%E5%AE%9A%E4%BB%B7%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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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时间周四，富时罗素将宣布将 A股纳入自身指数体系的

计划。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今年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16%，是全球表现最差的指数

之一。 

MSCI 表示，自其宣布将 A 股纳入 MSCI 指数以来，已有超过 4600 个互联互通

账户被开设用于 A股交易。该指数公司在解释为何提高 A股权重时表示，中国监管

机构已提高了互联互通的每日配额，同时暂停交易的公司数量有所下降，上海证交

所的收市竞价表现良好。 

Key Private Bank 首席投资策略师 Bruce McCain 在电话中表示：“对于全球

投资者而言，中国和新兴市场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投资者对新闻作出快速情绪

反应，市场可能会出现即时短期反应。”他指出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但从

长远来看，乐观情绪仍将存在。 

这些变化意味着，到明年 8月，A股在 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将达到 2.8%，

到 2020年中型股被纳入时，指数权重将上升至 3.4%。MSCI将在明年 2月中旬前寻

求投资者的反馈，并在 2月底宣布最终决定。 

（来源：NAI500      日期：2018-09-26） 

 

 

 

 

 

 

 

 

https://nai500.com/zh-hans/blog/2018/09/msci%E8%80%83%E8%99%91%E6%8F%90%E9%AB%98%E4%B8%AD%E5%9B%BDa%E8%82%A1%E6%9D%83%E9%87%8D%EF%BC%8C%E5%90%8C%E6%97%B6%E7%BA%B3%E5%85%A5%E5%88%9B%E4%B8%9A%E6%9D%BF%E8%82%A1%E7%A5%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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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推荐     更多项目资讯见交易所网站：www.shumx.com 

某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项目 

 政策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家发

展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外交战略，是

新时期我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布局。当前，随着国际能源局是和地缘政治形势

的不断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需求持续高速增长，在未来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 

 行业现状 

世界典型国家天然气发展

遵循启动期、发展期、成熟期的

产业发展规律，快速发展期一般

经历 30年。 

美国天然气1945年-1970年

消费量从 1000亿方增至 6000亿

方，英国天然气 1970 年-2000年

消费量从 100亿方增加到 968亿

方，均经历了约 30年快速发展期。 

日本 1976 年天然气消费量达到 100 亿立方米，2012 年增至 1135 立方米，经

历了 36 年快速发展。中国从 2006 年 400 亿方增加到 2017 年 2350 亿方，刚经历

10 年的快速防站器，期间消费量年均增长 150 亿方，参照其他国家发展特点，我

国至少还有 10年以上的快速发展期。 

 公司概况 

标底公司位于中国西部天然气气源集聚区，产权清晰，主要产品为液化天然气，

副产品为重烃，作为新型燃料，符合国家清洁燃料标准，运输、存储、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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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是国家发改委 2011年《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 

 项目概况 

公司年产 40 万吨液化天然气及配套项目包括液化天然气装置、液化天然气运

输及相关系统配套设施，占地 300 亩，设计规模为处理天然气量 170 立方米/天。

生产技术采用成熟先进的 B&V（博莱克·威奇）公司 PRICOOR 单级混合冷剂技术，

核心设备采用先进的进口设备。 

本项目于 2015 年生产装置已达到设计产能，已实现连续、稳定运行。受北方

快速推进的“煤改气”清洁供暖政策影响，天然气需求现爆发式增长，原料气供应

出现严重短缺，全国出现“气荒”，供需矛盾短时难以缓解，对项目效益已形成持

续利好。 

 投资空间 

天然气下游应用广泛，主要用于城市燃气、工业领域、天然气发电和天然气化

工等；天然气热效率搞，燃烧后的污染物排放量低，属于清洁能源；被认为是过度

到可再生能源的长期理想化石燃料。 

2016 年国内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占比约 6%，远低于世界平均的 24%按照国家

十三五规划，清洁能源占比将逐渐提升，到 2020 年国内天然气一次能源消费占比

将达到 10%，年用气量超过 3600亿方。 

基于天然气能源的清洁性和便利性，预计 2020 年我国天然气的消费量可能在

2017年 2350亿方的基础上继续增长 50%，成为未来我国能源革命的重要引擎。 

2017年我国天然气产量 147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7.7%；进口天然气 995亿方，

同比增长 27%。进口依存度 40%，2020年将达到 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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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转让项目 

 项目简介 

公司主要经营煤炭商场、销售，地理位置优越，井田面积 4平方公里，煤质属

于精煨煤、不粘煤，主要用途为动力用煤，发热量在 5500大卡左右。 

井田地质保有储量约 2200万吨，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 120万吨/年，服务年限

13 年，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煤层赋存稳定、埋藏浅，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此外，拥有的井工矿井与配套洗煤项目以及探矿权拟转让，其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总体来看，该企业及其集团拟出

售的露天煤矿井田面积近14平方公里，

可采储量近 1.3 亿吨，所产原煤为优

质不粘煤，具有低硫、低磷、高发热

量、高挥发分特点；拟出售井工矿井

田面积近 11 平方公里，可采储量近

1.1亿吨，系低瓦斯、现代化矿井，采

用综合机械化长壁采煤法，独立风井系统，通风方式为中央并列机械抽出式，煤质

以焦煤和肥煤为主，具有中高发热值、中低含灰量、低含硫量特点。 

此外，集团拥有的近 7 平方公里探矿权也可以转让，其所属煤田煤种为焦煤，

保有资源储量近 4000 万吨。 

转让标的位于中国西部地区，所属煤矿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产权清晰，治理

结构完善，相关证照齐全，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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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挂牌项目汇总 

项目名称 
1 宁都昌华矿业有限公司 58%股权 

2 宁都中矿同发萤石有限公司 58%股权及 855.376754 万元债权 

3 华能灵台邵寨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4 某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项目 

5 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转让项目 
 
 
 
 
 
 
 
 
 
 
 

 联系方式 

 
 

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贵阳路 398 号文通国际广场 28 楼  

邮编：200433                       电话：021-55236880 

传真：021-36120165                 网址：www.shumx.com 

邮件：shumx_info@shumx.com  

 

 

 

欢迎广大客户来电来函咨询项目、提供项目，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mailto:shumx_info@shum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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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信息 

关于我们 

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是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的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国际化的市场

交易平台。我们的目标是构建集矿权市场交易、电子商务、信息传递、金融服务、

综合咨询为一体的全球市场服务平台，搭建国内外资本流动与矿产资源市场连接的

桥梁。 

我们的业务 

我们主要从事国际采矿权、探矿权交易，国际、国内矿业企业产权交易、矿产品交

易、探矿、采矿技术交易，以及矿业领域其他权益交易。同时，为矿业企业提供交

易信息服务、交易结算服务、交易咨询服务、项目评估服务和投融资服务等。 

我们的功能 

权益交易——保障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规范交易行为，降低交易风险，实现

安全交易。  

信息聚集——面向全球聚集最广泛的信息、资源、服务。  

价格发现——准确、及时的信息发布，配合多种交易方式、竞价方式，发现交易项

目合理价格。  

资本对接——依托平台集聚交易双方、金融、法律服务、技术咨询、矿权评估、矿

权投资、投资咨询机构等多方市场参与，营造资源、资本对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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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专业的研究团队，对中国及有关国家矿业投资领域的政策进行研究和

跟踪。  

综合培训——与加拿大 NAI500 公司共同办培训班，致力于对国内矿业界 CEO 共享

进行矿业投资、融资、并购等方面的实战经验，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应对复杂的矿业

开发市场。 

我们的优势 

资源雄厚——位于各类资源聚集的上海，汇聚全球信息资源；挂牌项目类型丰富；

与国内外各级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 

交易公平——具备完善的交易规则和先进的交易系统，保证交易的公平、价格的合

理。 

资金安全——通过保证金机制及交易所结算平台，为交易资金安全提供保证，有效

维护交易双方利益。 

多平台合作——交易所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南南全球技

术产权交易所有密切合作、与多省矿交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共享各平台资源，可为

客户提供跨平台服务。 

机制灵活，反映快速——作为国内首家以国有控股为主导，多经济成分参与的矿权

交易所，提供高效、快捷、规范的市场化服务。 

我们的服务对象 

矿业行业相关企业：矿业企业、矿业技术类企业、矿产设备类企业、大宗商品贸易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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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有意愿投资矿业行业的企业。 

专业机构：为交易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

问公司、矿业经纪公司、矿权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公司、勘探公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