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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铜市场日报

期货市场

LME、SHFE 期货库存

期货市场 库存（单位：吨）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66899 -596

LME 290800 -5000

9 月 19 日：

沪铜主力 1911 合约低位震荡。开盘报价 47100 元/吨，日

内最高 47220 元/吨，最低 47030 元/吨，收盘 47070 元/吨，

跌 180 元，跌幅 0.38%。沪铜主力 1911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16590 手至 110658 手，持仓量增加 882 手至 223754 手。沪铜

主力收阴，MACD 红柱缩短，KDJ 指标下扩，晚间等待外盘指引。

LME 铜开盘 5792 美元/吨，收盘 5791 美元/吨（备注：亚

洲时段 LME 铜价为当日 SHFE 收盘 15:00 实盘价。）

明日观点

受宏观消息影响，今日沪铜低开震荡，日间围绕日均线窄

幅震荡，午盘稍有反弹，但上行乏力，尾盘再度走低，收跌

0.38%。今日现货市场报价再度上涨，贸易商接货情绪高涨，

整体成交较好，湿法铜报价偏少。宏观方面，美联储宣布再次

降息 25 个基点，但决策者对是否需要进一步宽松存在分歧，

美元指数大幅上涨，铜价承压。此次降息已在市场广泛预期之

中，并且比市场预期的更显鹰派，近期全球经济数据疲弱，引

发市场对需求放缓的担忧，铜市旺季消费端虽有转好预期，但

要达到往年同期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此次美联储降息带动多国

央行跟随降息，全球货币已进入宽松状态，当前宏观情绪偏空，

但铜价下方支撑力度较足，短期内铜价或以低位震荡走势为

主，晚间测试沪铜能否站稳 47100 元/吨一线。

行业热点

【WBMS 报告：2019 年 1-7 月全球铜市场供应短缺 2.7 万吨 】

2019 年 1-7 月，全球矿山铜产量为 1,162 万吨，较去年同

期低 0.5%。2019 年 1-7 月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1,326 万吨，较去

年同期减少 3.2%，印度和智利产量显著减少，分别为减少 9.6

万吨和 19.9 万吨。2019 年 1-7 月全球铜消费量为 1,329 万吨，

去年同期为1,378万吨。2019年1-7月中国表观需求量为675.4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滑 3.9%。欧盟 28 国产量下滑 2.6%，需求

量为 188.5 万吨，同比下滑 6.0%。

【超华科技现有铜箔年产能 1.2 万吨】

超华科技（002288）副董事长、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士宝在

与投资者交流互动时透露，公司目前拥有铜箔产能为 1.2 万吨/

年，覆铜板产能为 1,200 万张/年，PCB 产能为 740 万平方米/

年。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美国至 9月 18 日美联储利率决定（上

限）
2.25 2 2

美国至 9月 18 日美联储利率决定（下

限）
2 1.75 1.75

瑞士至 9 月 19 日存款利率 -0.75 -0.75 -0.75

澳大利亚 8 月就业人口变动（万人） 4.11 1.5 3.47

澳大利亚 8月季调后失业率（%） 5.2 5.3 5.3

数据来源：SHFE, LME

沪铜弱势局面延续 沪市现货交投热烈

数据来源： 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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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铜市场

全国主流市场电解铜升贴水

市场 升水铜 平水铜 湿法铜 备注

上海
升 280 升 260 升 200 9:30-10:30

升 270 升 250 升 200 10:30-11:00

广东
/ 升 90 / 9:30-10:30

升 100 升 80 / 10:30-11:00

山东 升 24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150-16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80-20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7480/吨,跌 20 元/吨；平水铜

均 47460 元/吨，跌 20 元/吨；湿法铜均 47410 元/吨，跌 20

元/吨；今日市场挺价情绪得到延续，早间市场报价便已高于

昨日，其后持续走高。至二节，市场报价当月票好铜升水 270

元/吨，平水铜升水 250 元/吨，湿法铜升水 200 元/吨。今日

市场报价一路上涨，直至二节才休止涨势，报价有所修复，直

至午后，报价下调至平水铜升水 220-230 左右。近两日市场贸

易商接货积极，带动了市场升水。今日美金铜市场报价上涨明

显，进口盈利窗口持续打开，未来或有进口铜流入市场。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47300-47320 元/吨，跌 90 元/吨；

平水 47280-47300 元/吨，跌 90 元/吨；今日市场报价持平，

报价当月票好铜升水 100 元/吨，平水铜升水 80 元/吨。广东

地区升水上涨乏力，尽管贸易商受上海影响有挺价意愿，但下

游接货表现制约升水上调。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7360-47380 元/吨，均价 47370 元/

吨，跌 1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50-160 元/吨，市场成交表现

平平；今日市场报价走高，零单报价少，市场高价为主。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偏少，零单出厂升水

240 元/吨；目前地区冶炼厂以长单发货与出口为主，短期零

单供应偏紧。

重庆市场：1#铜 47390-47410 元/吨，均价 47400 元/吨，

跌 50 元/吨，市场报 180-200 元/吨，下游接货意愿较低，市

场成交不理想。

2019 年 9 月 6 日-9 月 12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9 月 12 日 9 月 6 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5.22 16.2 -0.98

期交所（上海） 8.98 9.93 -0.95

期交所（广东） 3.64 3.77 -0.13

期交所（江苏） 2.35 2.2 0.15

期交所（浙江） 0.3 0.3 0

期交所（江西） 0 0 0

上海（非期交所） 1.6 1.2 0.4

广东（非期交所） 0.49 0.66 -0.17

重庆 0.24 0.19 0.05

天津 0.26 0.2 0.06

保税库（合计） 31.8 33.7 -1.9

全国（合计） 17.81 18.45 -0.64

注：全国（合计）=期交所（全国）+非期交所（上海）+非期交所（广东）+
重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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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昨日基本持平，不含税的报价，1#光亮铜华

东地区回收报价 43100 元/吨，华南地区回收报价 43100 元/

吨，华北地区回收报价 43000 元/吨；今日精废差 1680 元/吨，

精废差持续收窄，据我的有色网了解，废铜货源收紧，废铜

价格低于预期，持货商挺价惜售，市场成交偏弱。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 650 元/吨；山东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 700-750 元/吨；江苏市场 8mm 铜杆加工

费 700-850 元/吨；浙江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00-550 元/

吨出厂；江西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00-550 元/吨；华南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价 550-650 元/吨。华东市场持续保持高

升水状态，铜杆生产企业订单一般，电线电缆企业在前期低

升水时候有点价的开始积极提货，催促铜杆生产企业和贸易

商发货。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4140 元/吨，持平，H62 黄铜带

均价 44000 元/吨，持平。宁波 T2 紫铜带均价 53500 元/吨，

持平，H62 黄铜带均价 45050 元/吨，持平。安徽市场受宏观

利好消息集中释放，铜板带需求有所改善；浙江市场黄铜板

带订单需求表现较差，目前处于减产阶段，预计后期开工率

会持续下滑，下游主要为插头插座，接插件，钮扣料，首饰

料等行业。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0720 元/吨，下跌 20 元/吨；H62 黄铜

棒 43660 元/吨，下跌 50；宁波 T2 紫铜棒 52870 元/吨，下跌

20 元/吨；H62 黄铜棒 43760 元/吨，下跌 50。今日江苏市场

订单量欠佳，买方压价较为严重，加工企业产能利用率较低。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2520 元/吨，下跌 20 元/吨；H62 黄

铜管 44870 元/吨，下跌 5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4420 元

/吨，下跌 20 元/吨；H62 黄铜管 45220 元/吨，下跌 50 元/

吨。今日铜管市场订单量一般，成交没有起色，下游企业备

货情绪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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