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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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91 +252

LME 132675 +325

1 月 10 日：

沪铜主力 1903 合约震荡为主，午后小幅上涨后回落。开

盘报价 47730 元/吨，日内最高 47740 元/吨，最低 47380 元/

吨，收盘 47510 元/吨，跌 30 元，跌幅 0.06%。沪铜主力 1903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48492 至 185460 手，持仓量增加 556 手

至 182636 手。

今日沪铜主力收阴实体，重心较昨日基本不变，晚间关注

空头入场情况。

LME 铜开盘 5956 美元/吨，收盘 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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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铜市收盘微跌，盘面下跌 0.06%，贸易摩擦的缓和对

市场刺激效应减弱，沪铜盘面维持窄幅震荡。

宏观面上，12 月 CPI 同比上涨 1.9%，PPI 同比上涨 0.9%，

均低于市场预期，中美贸易摩擦谈判利好面传来，市场维持谨

慎观望态度不变；现货市场方面，今日市场报价略显混乱，整

体成交情况颇为清淡。

预计明日价格依旧维持震荡盘整，区间在 47000-47800

元/吨。

行业热点

【世界第二大铜矿的出口 2019 年或将下降 85%】

世界第二大铜矿——印尼格拉斯伯格矿(Grasbergmine)

的一名政府官员周三（1 月 9 日）表示，由于产量滞后，在采

矿活动从露天转向地下的过程中，该矿的精矿出口今年将下降

约 85%。

【智利 2019 年铜产量料达 576 万吨】

智利统计局 1 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智利 11 月铜产量为

540,720 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7%，创下 2005 年 12 月以来的最

高水平。11 月产量环比增长 9%，主要受智利一些大型铜矿的

矿石品味上升及高效加工推动。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加拿大至 1月 9 日央行基准利

率
1.75% 1.75% 1.75%

美国至 1 月 4 日当周 EIA 原油

库存(万桶)
0.7 -280 -168

中国 12 月 CPI 年率 2.2% 2.1% 1.9%

中国 12 月 CPI 月率 -0.3% 0.3% 0%

中国 12 月 PPI 年率 2.7% 1.6% 0.9%

数据来源： 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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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铜盘面小幅下跌 报价走低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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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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30 贴 60 贴 100 9:30-10:30

贴 40 贴 70 贴 120 10:30-11:00

广东
/ 升 140-150 / 9:30-10:30

升 170 升 130 / 10:30-11:00

山东 贴 6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40-6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40-16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7410 元/吨，-260 元/吨；平

水铜均价 47380 元/吨，-240 元/吨；湿法铜均 47330 元/吨，

-230 元/吨。截止至二节，现货升贴水报价升水铜贴 40 元/吨，

平水铜贴 70 元/吨，湿法铜贴 120 元/吨。今日贴水持续下调，

市场报价混乱，尽管贸易商出货积极，但市场交投氛围略显清

淡。

广东市场：好铜 47610-47630 元/吨，-200 元/吨；平水

铜 47570-47590 元/吨，-220 元/吨。市场报价好铜升 170 元/

吨，平水铜升 130 元/吨，市场报价有下调趋势，库存对升水

支撑开始下降，市场成交表现较为清淡。

天津市场：今日铜报 47490-47510 元/吨，均价 47500 元/

吨，-195 元/吨；报价当月合约升 40-60 元，受上海市场升水

下调影响，加之冶炼厂出货情绪好转，天津市场调价，今日市

场成交维持清淡局面；

山东市场：现货报价贴 60 元/吨。山东冶炼厂目前更加集

中于长单谈判中，散货出货量并不多，下游需求不佳，成交平

淡。

重庆市场：1#铜 47590-47610 元/吨，均价 47600 元/吨，

-180 元/吨，成交清淡。市场报价升水 140-160 元/吨，目前

市场交投表现较为平淡。

2018 年 12 月 28 日-2019 年 1 月 4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

万吨）

市场 1月 4日 12 月 28 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0.89 11.87 -0.98

期交所

上海 7.1 7.15 -0.05

广东 1.27 2.21 -0.94

江苏 1.95 1.86 0.09

浙江 0.5 0.54 -0.04

非期交所 上海 0.6 0.9 -0.3

广东 0.94 0.25 0.69

重庆 0.062 0.06 0.002

天津 0.07 0.05 0.02

保税库（合计） 46.3 45.9 0.4

全国（合计） 12.56 13.13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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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废铜价格保持不变，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3000 元/吨，

华南地区报价 429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2800 元/吨，价格

较上个交易日不变；今日精废差有所缩紧，缩紧 220 元/吨至

1076 元/吨。持货商挺价情绪强烈，但市场货源有所不足，市

场成交平平。近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印发《江苏省企业环保

信任保护原则实施意见(试行)》，对能够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

律、法规、政策，环境管理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能够积极配合

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管理的企业给予守法信任并予以保护。

对企业的检查频次降低，环保信任企业将更好的发展。

下游市场

铜杆：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今日下调 50 元，报 700 元/

吨出厂，下游需求平平，成交一般；华东市场加工费依旧稳定，

550-600 元/吨出厂，成交尚可；山东市场成交情况一般，加

工费 650 元/吨出厂；华南市场加工费本周上调 50，目前加

工费 650-750 元/吨出厂；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259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470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

带均价 5195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560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浙江高精度铜板带市场反馈，铜板带

本周出货量 200 多吨，环比上周增加 100 吨，订单情况略有好

转，但经济环境下行压力大，悲观情绪偏多，加工费多维持在

11000-11500 元/吨。今日铜价维稳，市场整体成交平平。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均价 5010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棒均价 4449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均

价 5235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棒均价 44690 元/

吨，下跌 200 元/吨。今日铜棒反向下跌 200 元/吨，企业观望

情绪加重；再过一个星期左右，多数企业普遍放假，目前下单

如果量不是很大的话，年前都能提到货，订单量大的多数安排

在年后生产。

铜管：广东 TP2 紫铜管均价 52530 元/吨，跌 200 元/吨，H62

黄铜管均价 46750 元/吨，跌 150 元/吨，山东 TP2 紫铜管均价

53450 元/吨，跌 200 元/吨，H62 黄铜管均价 46850 元/吨，跌

150 元/吨。目前铜管企业基本按需采购，虽然对铜价不是特

别看好，但某些企业的铜管产能依然在扩大，同时往高精密度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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