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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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17 +4212

LME 290000 -3525

7 月 11 日：

沪铜主力 1908 合约高位震荡。开盘报价 46510 元/吨，日

内最高 46690 元/吨，最低 46420 元/吨，收盘 46590 元/吨，

涨 690 元，涨幅 1.5%。沪铜主力 1908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48778 手至 171810 手，持仓量减少 13304 手至 234434 手。沪

铜主力跳空高开后维持高位运行，晚间等待外盘指引，关注沪

铜能否站上 47000 元/吨一线。

LME 铜开盘 5952.5 美元/吨，收盘 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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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有色板块全线飘红，沪铜主力跳空

高开，整日在日均线附近窄幅震荡，至尾盘收涨 1.5%。现货

市场今日报价企稳，受盘面上涨影响，贸易商之间交投活跃，

下游拿货情绪依旧不佳。宏观方面，昨日美联储主席国会发言

释放降息信号，市场对此反应强烈，美元指数迅速下跌，铜价

收到提振大幅上扬。但基本面仍旧偏弱，冶炼厂结束检修，精

炼铜产量释放，淡季来临，下游企业开工率下滑，消费不见好

转，LME 库存压力增加。短期内铜价或以震荡整理为主，等待

货币政策指引，预计明日运行区间在 46300-46900 元/吨。

行业热点

【秘鲁 Tia Maria 铜矿获得关键许可证 反对者表示将进行无

限期罢工】

本周南方铜业获准建设耗资 14 亿美元的 Tia Maria 铜矿

项目，该项目有望助力南方铜业成为全球三大金属矿商之一。

但是该项目的反对者在周三表示，将进行无限期的罢工，直到

许可证被吊销为止。因为他们认为该项目会干扰当地农业生

产，并且污染水源，虽然南方铜业(Southern Copper)已经计

划要建造一座海水淡化厂，他们仍然持反对态度。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2.2%】

国家统计局 7 月 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7%，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由上

月持平转为下降 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由涨转平，环比由涨转降。今年上半年，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2.2%，P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0.3%。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德国 6月 CPI 月率终值 0.3 0.3 0.3

加拿大 7 月央行基准利率（%） 1.75 1.75 1.75

美国至 7月 5 日当周 EIA 原油库

存（万桶）
-108.5 -308.1 -949.9

美国 7 月 EIA WTI 原油远期均价

预期（美元/桶）
63 - 63

英国 6 月 3个月 RICS 房价指数 -10 -12 -1

数据来源：SHFE, LME

沪铜盘面高位运行 价高限制下游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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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升 60 贴 0 9:30-10:30

升 11 升 60 贴 10 10:30-11:00

广东
/ 升 30 / 9:30-10:30

升 50 升 30 / 10:30-11:00

山东 /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130-15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40-16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6550 元/吨,涨 680 元/吨；平水

铜均 46500 元/吨，涨 680 元/吨；湿法铜均 46430 元/吨，涨 680

元/吨；今日市场升水有所回升，至二节，市场报价当月票报价

好铜升水 110 元/吨，平水铜升水 60 元/吨，湿法铜贴 10 元/吨；

市场整体交投表现不错，但成交多集中于贸易商之间，下游拿货

情况不理想。今日盘面、升水均有上周，下游畏高接货情绪受到

打压。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46480-46500 元/吨，涨 660 元/吨；平

水 46460-46480 元/吨，涨 660 元/吨；今日市场接货表现一般，

近几日市场升水报价波动在 10 元左右，市场低价货源数量有限；

市场报价当月票好铜升水 50 元/吨，平水铜升水 30 元/吨；市场

交投一般，整体成交一般。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6570-46590 元/吨，均价 46580 元/

吨，涨 62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20-150 元/吨，市场供应紧张局

面解除，近期市场交投好转，成交回暖。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以供货长单客户为主，零单出

货少，市场报价数量少。

重庆市场：1#铜 46590-46610 元/吨，均价 46600 元/吨，涨

65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50-170 元/吨。今日市场交投一般，成

交表现一般。

2019 年 6 月 21日-6 月 28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7 月 5 日 6月 28 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4.08 14.6 -0.52

期交所

上海 7.89 8.41 -0.52

广东 2.65 2.54 0.11

江苏 2.69 2.75 -0.06

浙江 0.85 0.89 -0.04

江西 0 0 0

非期交所

上海 1.6 1.4 0.2

广东 1.22 0.85 0.37

重庆 0.12 0.18 -0.06

天津 0.3 0.35 -0.05

保税库（合计） 44 47.3 -3.3

全国（合计） 17.32 17.38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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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废铜价格上涨，不含税的报价，1#光亮铜华东地区回收

价 43100 元/吨，华南地区回收价 42900 元/吨，华北地区回

收价 43000 元/吨；广东地区今日精废差较昨日扩大 24 元/吨

为 784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了解，山东市场废铜企业货源相

比去年有所下降，但是整体供应市场表示维稳，今日市场整

体成交偏淡。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 600 元/吨；山东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 650 元/吨；江苏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50-650 元/吨；浙江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3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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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650 元/吨。

铜板带：江西 T2 紫铜带均价 53640 元/吨，上涨 7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4650 元/吨，上涨 400 元/吨。山东 T2 紫铜

带均价 53740 元/吨，上涨 7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4780

元/吨，上涨 400 元/吨。山东市场，调研企业反馈；由于最

近下游端关税豁免；铜板带订单有所上升，但是加工费有些

有所下调，主要因素是市场出现压价的情况。江西市场反馈，

最近订单一般，也有企业在走访市场。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0450 元/吨，涨 650 元/吨；H62 黄铜

棒 44090 元/吨，涨 4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2700 元/吨，

涨 650 元/吨；H62 黄铜棒 44190 元/吨，涨 400 元/吨。铜棒

市场今日订单量较差，产能利用率依然偏低，原料端废铜持

货商惜售，对铜价持观望态度。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2300 元/吨，涨 650 元/吨；H62 黄铜

管 45300 元/吨，涨 40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3250 元/吨，

涨 650 元/吨；H62 黄铜管 45650 元/吨，涨 400 元/吨。今日

铜管市场订单量尚可，排产期保持稳定，江苏市场铜管加工

企业同比去年订单量整体下降 10%左右，一般针对大型企业配

备固定量的现货库存。

数据来源：Mymetal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9 Mymetal. All rights reserved. 我的有色网 版权所有

编辑指导：

王宇 021-26093257

研究团队：

扫码关注：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我的有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

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该

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团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在不同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会实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

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

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公司及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者间

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

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

本团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所有，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或出版作任何用途，合法取

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

刘玉婷

021-66896853

肖传康

021-26094277

彭 婷

021-26093817

孟文文

021-26093897

卢海丹

021-26093414

公众号 网页 现货交易 QQ 群


